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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8 月 13日
下午，商丘工学院2022年秋
季学期开学前工作部署会在
该校勤政苑五楼第三会议室
召开，商丘工学院校长丁艳
红，该校党委副书记史国永、
王峰出席会议。

商丘工学院校长丁艳红
就开学前和开学后的各项工
作提出：相关部门和各院部
要做好办公、餐饮、接待、网
络保障等开学前的准备工
作；各单位要召开全体人员
会议，传达学校教职工返校

的工作要求，做好疫情防控
等各项工作；各院部要做好
新入职教职工的岗前培训工
作；各院部要统筹做好教学
各项工作；各职能处室负责
人要提高工作质量标准，做
好本部门各项具体工作。

本报商丘讯 炎热天气，
一瓶可以免费饮用的瓶装
水，对户外劳动者来说意义
非凡。近日，随着炎热天气
的持续，虞城县6个“爱心冰
柜”如期亮相街头，为户外劳
动者提供免费的瓶装水。

记者了解到，虞城县爱
心家园志愿者们在2021年7
月 23日出资购买了 6个冰
柜，设置6处“爱心冰柜”清凉
补给站，免费为该县环卫工
人、城管队员、公安民警、抗
疫人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矿
泉水。

“这已经立秋了，天气还
这么热，喝一瓶水，真解渴。”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城管队员
王亚光、李江涛、祁玉峰等一
行人在烈日下步行巡查市容
市貌，“爱心冰柜”为户外工

作的城管队员送去了一份
“清凉”。

“‘爱心冰柜’是虞城县
爱心家园关爱户外劳动者的
一项活动。以前我们在新闻
上看到有人这么做，觉得非
常好，就和爱心志愿者们商
议，决定为户外劳动者设置
爱心供水点。”正在一旁往冰
柜里添加瓶装水的志愿者王
连云说。

“现在执勤时不用跑那
么远去超市买矿泉水了，啥
时候渴了可以免费喝上一
瓶。”虞城县公安局公安民警
王温轩说，冰柜里瓶装水充
足，他和一线执勤的同事啥
时候来都可以免费领取。

“我们志愿者希望通过
开展‘送清凉’活动，让户外
劳动者歇歇脚、喝瓶水。”虞

城县爱心志愿者修平说，每
天都有户外劳动者到这里取
水，每天的供水量在100瓶
左右。两年来，虞城县“爱心
冰柜”累计送水3.7万余瓶。

虞城县环卫工人、公安
民警、城管队员等户外劳动
者顶烈日坚守岗位，是虞城
县的“美容师”“守护者”。“虽
然是一瓶水，但我感觉特别
好，给爱心志愿者点个赞。”
该县环卫工人陈喜连说。

据了解，虞城县越来越
多爱心人士参与到“送清凉”
活动中。免费饮用的瓶装水
不仅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了一
丝清凉，也让更多的爱心人
士感受到了“举手之善”的魅
力，成为这座县城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本报商丘讯 自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
以来，虞城县公安局田庙派
出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强
化严打整治、巡逻防控、治安
管控，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

严密社会面治安管控。
扎实推进夏夜治安巡查宣防
集中统一行动，开展社会治
安大清除、安全隐患大排查、
安全教育大宣讲，全面强化
社会治安面巡逻管控力度，
增强社会治安控制力。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紧密结合夏季违法犯罪
形势特点，重拳打击整治电
信诈骗、集资养老等社会影
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违法
犯罪行为。全面掀起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雷霆风暴，快查
快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盗
抢骗等民生类案件，用实际
行动及时回应社会和群众的
关切。

从实从细排查化解矛
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深入村庄、社区扎
实开展债务等方面个体隐性
矛盾纠纷，推进矛盾纠纷大

化解、大调处，形成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的

“三调联动”机制，有效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

打好服务发展组合拳。
围绕夏季特点，做精“护夏警
务”，加强对辖区重大活动安
保，强化重要场所、村庄、早
夜市的巡逻防控和风险隐患
排查力度，持续增强学校、医
院、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安
全管理，深入推进夏季公路易
肇事肇祸违法行为和酒驾醉
驾集中整治查处，确保各类
重特大安全事故“零发生”。

本报商丘讯 近期，商
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
的思想，坚持一手抓“防风
险，守底线”，一手抓“保重
点，促发展”，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打好

“三大战役”，统筹推进“五
星”支部创建、“红色物业”
建设、疫情防控等工作。

高擎党旗，把基层党建
作 为 统 领 全 局 的“ 总 抓
手”。该街道办事处强化领
导、精心组织，准确把握创
建目标和标准，分类梳理27
项重点任务，成立5个创建
专班，专职负责每一颗星的
创建任务，确保“五星”支部
创建思路清、任务明、业务
通；强化服务、凝聚合力，唱
好小区管理“五部曲”。

守严守牢，把疫情防控
作为必须打赢的“阻击战”。
该街道办事处坚持把疫情防
控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
抓，与“五星”支部创建、“红
色物业”建设紧密结合，建好
在外人员台账，建立“外防输
入”的严密防线。

整改提升，把城市创建

作为必须打好的“歼灭战”。
该街道办事处围绕网上申
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3种
复核方式，将各项指标细化
到人，分解到点；开展常态化
专项观摩评比，通过“一看、
二比、三评、四整改”，查不
足、补短板、促提升。

和谐引导，把交通整治
作为必须守好的“阵地战”。
为做好电动（燃油）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整治工作，该街
道办事处第一时间成立领导
组，组建7个小组、8个专班、
5个督导组，全体干部自觉
带头落实禁行要求。

新时代再出发，必须展
现新作为、干出新业绩。商
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曹永升表示，
将紧跟区委、区政府决策部
署，对标对表“讲政治谋发
展、强责任重担当、会团结
善协作、严监督守底线”的
要求，重实干、敢攻坚、扛红
旗、争第一，勇当睢阳高质
量发展的“排头兵”，誓夺商
丘市综合实力排名十九连
冠，全力助推睢阳区高质量
发展、大跨越发展。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平安街道办事处把“五星”
支部创建作为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坚持问题导向、
干事导向，以“五个一”推动

“五星”支部创建提质增效。
一张图，抓好“产业兴

旺星”。按照“产业兴旺星”
标准，大力发展葡萄等经济
作物种植；围绕现代物流、
传化公路港、民生热电等企
业，拓宽失地农民就业渠
道，增加农民收入；以国际
电商园为依托，引导回乡青
年发展电商产业，鼓励自主
创业。

一盘棋，突出“生态宜
居星”。利用多种形式常态
化开展“守护生态文明、建
设宜居新农村”宣传活动，
把美丽乡村建设变为群众
提高卫生水平、提升生活品
质的自觉行动。

一股劲，争创“平安法
治星”。该街道办事处成立
了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主
管副职任第一副组长的“三
零”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按
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与各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签订“三零”创
建目标责任书，实行分级负
责、归口调处；充分发挥治
安员、调解员、“五老”人员
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基础
性作用，构建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确保实现“零上
访”目标。

一张网，争创“文明幸福
星”。以文明实践为载体，传
播文明、引领风尚，倡导社会
新风尚，推进移风易俗；积极
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
好婆婆”等评选活动，以点带
面，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创新
内容、形式和方法，促进各项
工作整体推进。

一面旗，争创“支部过
硬星”。筑牢堡垒，充分发
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紧密联系实际，创新工作方
法，不断强化党支部书记抓
党建的责任意识、本职意
识；固本培元，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基础保障作用。把

“三会一课”抓在经常、融入
日常，认真执行民主评议党
员、组织生活会等各项制
度，严肃活动纪律。

坚持党建引领 打好“三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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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县公安局田庙派出所：

多举措确保重特大安全事故“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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