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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县专场介绍脱贫攻坚成果

县长现场发布、推介“罗山好品”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本报讯 12月10日，信阳
市“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
康 ”系列新闻发布会罗山县专
场发布会在百花之声举行。罗
山县政府县长汪明君等当地干
部在发布会上作了新闻发布或
回答记者提问。

汪明君在做新闻发布时介
绍，2019年5月9日，省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罗山在内
33个贫困县高质量实现脱贫
摘帽。罗山县97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了贫困序列，71402名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
率由 2013 年底的 10.1%降至
0，实现了绝对贫困动态清零。
2020年前三季度，全县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9589.7
元，增长5.6％，高于全省0.5个
百分点，教育、文化、卫生等指
标均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
平。

在新闻发布会上，汪明君
重点分享了罗山县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亮点成就。汪明君
将罗山县的脱贫攻坚做法具体
概括为“一二三四”：

扛稳一个责任，攻坚战力
强起来。脱贫攻坚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更是一份义不容辞

的担当。罗山县始终坚持把脱
贫攻坚作为第一考场、第一责
任，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担
当精神，在脱贫攻坚中书写壮
丽华章。

聚焦两个精准，脱贫质量
高起来。脱贫攻坚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罗山县坚持以精准
识别为基础，以精准投入为支
撑，以精准退出为目标，着力提
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

拓宽三种渠道，群众钱袋
鼓起来。贫困，贫在产业，困在
发展。罗山县紧紧围绕贫困群
众脱贫增收目标，积极拓宽群
众增收渠道，全面消除疫情影
响，确保所有贫困群众都有1
项以上的稳定增收措施，形成
了多元化增收格局。

促进四个提升，乡村生活
好起来。五年来，罗山县紧盯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精准施
策、持续发力，全面提高医疗、
教育、兜底、设施服务水平，从
基本温饱到吃穿不愁，贫困群
众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介绍扩宽群众增收渠道
的经验时，汪明君拿起一本小
册子，向现场媒体记者推介“罗
山好品”。汪明君说，“罗山好

品”是罗山县推出的农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涵盖茶叶、豆腐、
粉条等各种罗山优质农产品。
汪明君还详细向媒体记者们介
绍了“罗山好品”logo的设计
理念和其中蕴含的元素。

汪明君说，罗山这些脱贫
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罗山更加
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去努力奋
斗。罗山县委、县政府将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牢记习总书记“两个更好”
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把握高质量发展要
求，凝心聚力，主动作为，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
机衔接，加快建设“四个罗山”，
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
写新的篇章。

发布会上，罗山县委副书
记张长斌，罗山县发改委主任
周明海，罗山县扶贫办主任张
骞，罗山县教体局局长郑传
辉，罗山县卫健委主任孙华
铭，信阳市政协派驻罗山县方
湾村第一书记张建等，还就各
自主管领域的工作，回答了记
者提问。

商城县召开智慧安防小区现场推进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胡盛俊

本报讯 12月17日下午，
商城县在锦绣会堂召开全县智
慧安防小区现场推进会。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余季出席会
议并讲话，县政府党组成员、县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董志刚
主持会议，县有关单位负责人
及部分小区开发商和物业负责
人参加会议。

县政法委副书记黄锐宣读
了《商城县推进智慧安防小区
建设工作方案》，县住建局、县
公安局、办事处、小区开发商代
表、物业代表分别进行了表态
发言。

余季书记传达了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李高岭，
县长周哲关于对创建智慧安防
小区的批示精神并对相关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建设智慧安防小区是健全
治安防控体系的必要内容，是
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提升公众安全感的重要
举措。二是紧盯关键环节，进
一步夯实工作举措。要抓好

“细化”这个前提，抓好“实施”这
个关键，抓好“应用”这个目的。
三是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压
实工作责任。各职能部门要明
确责任，落实到人，分管领导要

亲自负责，靠前指挥协调，确保
智慧安防小区建设工作取得预
期效果。

董志刚局长就会议的贯彻
落实进行了强调，要求各单位、
各部门要将创建智慧安防小区
作为平安商城的“基础工程”、
社区治理的“雪亮工程”和满足
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民生工程”
来抓，确保商城县智慧安防小
区建设高标准如期完成。

会前，参会人员集中观摩
了华儒府邸、华儒幸福时代、御
龙湖等已建成的智慧安防小
区。

70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信阳市第三小学斩获两个全国性大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李英

本报讯 记者从信阳市第三
小学获悉，12月6日，2020世界
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在广东佛山
落下帷幕，在“ENJOY AI 普
及赛-奥运会开幕式”比赛项目
中信阳市第三小学两组选手齐
心协力，过关斩将，在高手云集
的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一
等奖和全国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信阳市第三小学也是河南省代
表队中唯一一个荣获全国一等
奖的参赛学校。

信阳市第三小学本真少年
在该校陈丹副校长、樊长富主
任的带领下，在世界舞台上又
为信阳争得一张靓丽名片，大
赛共有 2000余支赛队、7000
余名选手参与。信阳市第三小
学选手王铭轩、高雅在 EN-
JOY AI 普及赛-奥运会开幕
式比赛项目中突出重围,以
740分的总成绩荣获全国一等
奖；选手邹兆轩、王荣欣在
ENJOY AI 普及赛-奥运会

开幕式比赛项目中以600分的
总成绩荣获全国二等奖。

据悉，2020年世界机器
人大赛入选教育部全国性竞
赛活动“白名单”，获得教育部
官方认可。大赛自 2015 年起
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共吸引了
全球20余个国家12万余名选
手参赛，被各大主流媒体广泛
赞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
克”，是目前国内外影响广泛
的机器人领域官方专业赛事。

信阳市又一主题公园开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郭江炜

本报讯“我们带着
孩子在散步的同时又能
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消防
知识，真的是很不错啊！”
昨日，家住信阳商城县的
居民曾某说道。信阳市
商城县消防主题公园位
于信阳市商城县温泉大
道和黄柏山交叉口，依托
崇福公园建设，位置优
越、人流量大、环境优美，
配套设施完善，是一个提
供县城居民休息、旅游、
锻炼、交往以及举办各种
集体文化活动的综合性
场所。

据介绍，商城消防主
题公园建设集消防科普
宣传、休闲娱乐于一体，
以现有绿化为基础，进行
合理修饰改造，分为消防
卡通主题雕塑、消防主题
休闲设施，消防标识图片

展区、消防文化宣传栏
等，让群众在闲暇漫步
时，无形中接受消防知识
的洗礼和熏陶，成为居民
学习消防知识的户外“课
堂”。

公园以消防元素为
标志，设有消防知识展
架、消防知识长廊、消防
安全标识翻版游戏、主题
长椅等，由消防科普知
识、消防互动、消防法律
法规、火灾警示区、消防
宣传标语、常识等构成，
主要以图文说明、互动体
验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主，
集观赏性、教育性、互动
性为一体，将群众日常休
闲广场全面化身为“一站
式”消防科普宣传教育
点，真正发挥小阵地、大
宣传的社会宣传效果。

信阳消防260份“爱心水饺”
温暖老红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郭江炜

本报讯 12 月 21 日
下午，信阳市消防救援支
队大别山消防站与艾洼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一
道，在冬至节为红色革命
老区的老红军们送上别
样的祝福。

包饺子过程中，指战
员们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一起调饺子馅、和面，忙
得不亦乐乎，大伙干得热
火朝天，虽然窗外寒风刺
骨，但屋内却是暖意融
融。大家一边包一边讨
论：“饺子边是关键、角要
压实、馅放太多啦。”一会
儿功夫，各种样式的水饺
相继出炉，大家看着各自
包出的饺子，相互吐槽着
对方的“丑”样。在一片
欢声笑语的氛围中，一股
浓郁的饺香，260份热腾
腾的饺子，幸福洋溢在每
个人的笑容里。

消防指战员在社区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饺
子分装好，一起送到社区

老红军的家中。老人在
得知消防员来看望后，激
动地站起身来。交谈中，
指战员们详细了解了老
人的家庭情况、生活起
居、身体状况。临走时，
老人们拉住指战员们的
手激动地说：“感谢党和
政府的关心，感谢你们消
防员百忙之中来看望我
们”。

指导员鄢正翔表示，
带领消防员参加此次活
动，就是为了能引起人们
对老红军的关注，作为大
别山革命老区的消防救
援队伍，我们必须永远铭
记革命前辈为党和人民
作出的贡献，始终心怀感
激、永远感恩，把革命前
辈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
良好作风传承下去。下
一步我们会把关心老红
军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责任，照顾好他们的生
活，深入细致地做好服务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