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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20年最低收购价小麦第一、第二批收储库点名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国粮发〔2018〕99号）、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6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0年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工作方案的通知》（豫粮〔2020〕6号）精神，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河南省自2020年 7月 17日起在省内符合条件的相关地区启动2020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现将收储库点名单公告如下：

收储库点名称

中央储备粮平顶山直属库有限公司

宝丰县商酒务镇恒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前营分公司

河南宝丰国家粮食储备库东环库点

鲁山县佳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马楼豫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让河宏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永信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正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郏县粮食局安良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白庙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茨芭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长桥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冢头粮食管理所

郏县零四二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汝州市宇冠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原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保安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常村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丰谷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丰源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龚店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洪庄杨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廉村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龙泉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任店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水寨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田庄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夏李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仙台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辛店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叶邑储备库

叶县永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遵化储备库

舞钢市粮食局安寨粮食管理所

河南许昌五里岗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0九0一省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新兴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南库

许昌市建安区德信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德昱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沐源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丰璟粮油收储有限公司西库

许昌市建安区丰璟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谷丰源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谷丰源粮油收储有限公司东库

许昌市建安区德悦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万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德瑞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许昌库

收储库点地址

平顶山市平东火车站北侧500米

宝丰县前营乡前营村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城人民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南50米路东

鲁山县磙子营乡磙子营街

鲁山县马楼乡马楼街

鲁山县让河乡让河街

鲁山县张官营镇张官营街

鲁山县张店乡后营村

郏县安良镇北街

郏县白庙乡张村

郏县茨芭镇茨芭村

郏县长桥镇窦堂村

郏县冢头镇东街村

郏县堂街镇士庄村

汝州市米庙镇米庙村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南平桐路
与国道311交会处001号

河南省叶县保安镇保安街政府路口路东

河南省叶县常村镇文庄村

河南省叶县叶廉路东段

河南省叶县九龙街道永安路2号

河南省叶县龚店乡政府北路西

河南省叶县洪庄杨乡洪西村

河南省叶县廉村镇廉村街西段路南

河南省叶县龙泉乡龙泉村

河南省叶县任店镇任店街南北路北段
路西

河南省叶县水寨乡水寨村中心路东段
信用社西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田庄村

河南省叶县夏李乡夏李村

河南省叶县仙台镇仙台街

河南省叶县辛店镇辛店村平桐路路北

河南省叶县叶邑镇常庄村政府路路南

河南省平顶市遵化店镇许南路东卫生
院北200米

舞钢市枣林镇安寨街

许昌市五里岗路923号

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湖办事处
黄庄社区

许昌市屯田路

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镇湖徐村

许昌市建安区桂村乡

许昌市建安区文兴路南段

许昌市建安区椹涧乡柳树王村

许昌市建安区椹涧乡黄庙村

许昌市建安区小召乡北寨村

许昌市建安区小召乡北寨村

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蒋东村

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柏树李村

许昌市建安区311国道与西外环路西
一公里路北

许昌市建安区椹涧乡菜园村

收储库点法定
代表人联系方式

0375-3262566

13503428937

13733903677

13592199191

13937539906

13781840959

13503416662

13507622553

15637556007

13703400890

13592165517

13837591775

13837589125

13937556858

13603758709

18903901923

13703403350

13837582608

13703407879

13607621779

13937547066

13837502598

13513751101

13783236409

13503427081

13703407172

13939955088

13803753298

13783236262

13503428770

13837502325

15836963233

13903905159

13937455585

13700892331

13569933969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849896168

13653853313

收储库点名称

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长葛库

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长葛二库

长葛0九一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豫粮集团（长葛市）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长葛市）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北院

长葛市增福庙粮食管理所

河南世通谷物有限公司直属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姜庄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麦岭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颖阳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王洛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紫云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汾陈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马栏分公司
南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大马分公司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张桥分公司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陶城分公司
南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望田分公司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安陵分公司

河南豫粮麦业有限公司鄢陵粮库

禹州0九一八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禹州零九一零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禹州零九零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禹州市火龙镇粮油经营管理所

禹州市郭连乡粮油经营管理所褚河库区

漯河乐良粮食有限责任公司西库

漯河市实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问十粮食储备库

河南省粮油对外贸易有限公司郾城粮食储备库

漯河市龙城粮食储备库

漯河市新店粮食储备库

漯河市粮食局直属分局粮油购销总公司孟庙粮库

漯河市商桥粮食储备库

舞阳县太尉粮库

舞阳县孟寨粮库

舞阳县马北粮库

河南省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舞阳直属库

临颍县王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临颍县大郭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周口直属库

河南周口昭丰粮食储备库

周口一四0六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周口金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周口川东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储备粮周口直属库淮阳分库

淮阳县黄集谷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冯塘群利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石象镇楼陈村

河南省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

河南省长葛市钟繇大道北段

河南省长葛市南席镇拐子张村

河南省长葛市南席镇拐子张村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增福镇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增福镇3号路口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姜庄乡任庄村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麦岭镇岗西村

襄城县颍阳镇北刘庄村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王洛镇

许昌市襄城县茨沟乡虎头李村路口路东

襄城县紫云镇坡刘村朱庄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汾陈镇

鄢陵县马栏镇马栏村

鄢陵县大马镇大圣寺村

鄢陵县张桥镇冯岗村

鄢陵县陶城镇陶南村

鄢陵县望田镇望北村

鄢陵县金汇区311国道东段路南

鄢陵县金汇区创业大道19号

禹州市夏都办南五里村

禹州市顺店镇顺南村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小吕乡岗马村

禹州市火龙镇火龙村

禹州市褚河镇褚河村

漯河市燕山路南段

漯河市源汇区漯舞路口南三公里路西

漯河市源汇区问十镇问十村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仲李村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周庄村

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文明路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商桥镇商南村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太尉镇太尉街

舞阳县孟寨镇孟寨街

漯河市舞阳县马村乡马村街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马村乡

临颍县王孟镇王孟西村

临颍县大郭乡大郭村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货场南路1号

周口市川汇区龙源路中段东侧

周口市川汇区北环路路北

周口市川汇区开发区彭新庄

周口市川汇区搬口乡搬口大街中段

周口市淮阳区北二环中段

周口市淮阳区黄集乡

周口市淮阳区冯塘乡

收储库点法定
代表人联系方式

15937166858

15937166858

13938913693

13937191929

13937191929

13903990391

13938795398

13069519191

13903997980

13937466720

13839030261

18860365991

13303998389

13837437096

13598990189

13619884655

13598959088

13937491505

13937482607

13837482837

13603865316

13633742929

13937483972

13503747716

15936327477

13949802191

15239585557

13839509768

13623950999

13849488687

13903954162

13839580746

13839573111

13781723333

13939503926

13603957300

13703857929

13939505839

13939591326

13839516669

18303706899

13938096072

13663041597

13839456091

13839456091

18303706899

13903878023

13839409037

收储库点名称

淮阳县鲁台兴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鲁台分公司

淮阳县葛店丰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回龙集分公司

淮阳县豆门丰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新站溢阳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白楼宏远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临蔡豪利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北关辉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刘振屯惠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安岭华中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白楼车站分公司

淮阳县双利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淮阳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太康县张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大许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高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刘寨库点

太康县马头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高贤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清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独塘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逊母口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朱口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黄寨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金凯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固墙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益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鑫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大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金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周口市泛区盛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华县奉母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址坊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逍遥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艾岗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西夏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大王庄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清河驿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聂堆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城关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红花粮油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西华县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扶沟县白潭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汴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大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包屯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大李庄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冯陵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柴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练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粮源种业有限公司

扶沟县固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周口市淮阳区鲁台镇卫生院西

周口市淮阳区葛店乡回龙集

周口市淮阳区豆门乡豆门街

周口市淮阳区新站镇西街

周口市淮阳区白楼镇

周口市淮阳区临蔡镇大孔楼

周口市淮阳区城关镇

周口市淮阳区刘振屯乡刘振屯村

周口市淮阳区安岭镇白楼火车站

周口市淮阳区郑集乡

周口市淮阳区临蔡镇临蔡街朱搬路北
侧15米

太康县张集镇

太康县大许寨乡街路西

太康县高朗乡刘寨村

太康县马头镇西街

太康县高贤乡张寨

太康县清集乡

太康县独塘乡西村路南

太康县逊母口乡西街路北

太康县朱口镇

商水县黄寨镇黄寨街

商水县袁老乡二府

商水县固墙镇固墙街

商水县谭庄镇陈庄村

商水县谭庄镇陈庄村

商水县大武乡大武街

商水县袁老乡袁老街

周口市黄泛区农场交通路204号

西华县奉母镇

西华县址坊镇

西华县逍遥镇

西华县艾岗乡

西华县西夏镇

西华县大王庄乡

西华县清河驿乡

西华县聂堆镇

西华县城关镇

西华县红花镇

西华县清河驿乡

周口市扶沟县白潭镇

扶沟县汴岗镇汴岗街

周口市扶沟县大新镇连庄

周口市扶沟县包屯镇

扶沟县大李庄乡大李庄街路东

扶沟县冯陵

扶沟县柴岗乡柴岗街

扶沟县练寺镇

周口市扶沟县曹里省道02线东侧

扶沟县固城乡

收储库点法定
代表人联系方式

13639852708

13608619825

13903874609

13507685991

13803940711

13838615891

13838680659

13938045828

13838608003

13503940956

17788153031

13603945676

13592253676

13703940529

15290615666

18337191106

13839486182

13592230666

13838662576

13017671711

13603877798

18037265888

13608411289

13803946119

13839458916

13137695151

13523388696

13608427068

13803946958

13383949966

13703877869

13903870799

18238900999

18238944088

13938048433

18739487168

13938083339

13839445092

13837189105

13525763798

13949967578

13903944133

13839461681

13938087013

18736150001

13938092381

13653943088

13608613980

13653943088

收储库点名称

中央储备粮沈丘直属库有限公司

沈丘刘庄店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洪山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槐店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李老庄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冯营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周营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卞路口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石槽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杨海营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新安集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城东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马庄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项城市第三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李寨金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秣陵五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粮食局秣陵镇第二粮库

项城市官会庆辉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腾岳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秣陵勇义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永丰富粮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新桥鹏辉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高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三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中储粮项城盈科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辛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赵村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张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试量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杨湖口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马铺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生铁冢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涡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太清宫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王皮溜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郑家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贾滩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观堂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高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粮工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鹿邑直属库

郸城县石槽江丰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白马鑫茂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汲水豫粮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李楼金丰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丁村惠农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恒昌粮油有限公司林场分库

郸城县东风天富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双楼兴粮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张完诚信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胡集金汇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吴台粮信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秋渠禾丰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宜路永信粮油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沈丘县纸店镇赵腰庄行政村

沈丘县刘庄店镇政府街

沈丘县洪山乡北关

沈丘县槐店镇王楼

沈丘县李老庄乡

沈丘县冯营乡

沈丘县周营乡工业路

沈丘县卞路口乡

沈丘县石槽乡

沈丘县冯营乡杨海营村

沈丘县新安集镇

沈丘县石槽乡周界路北侧

沈丘县北城区北马庄行政村

项城市光武东风

项城市李寨镇后韩村

项城市106国道黄庄段

项城市秣陵镇西大街

项城市官会镇官南自然村

项城市永丰郭平楼

项城市秣陵镇吴场

项城市永丰镇永丰行政村

项城市王明口镇南街

项城市新桥镇东大街

项城市高寺镇

项城市三店镇中心街北侧

河南省项城市李寨镇工业区

鹿邑县辛集镇

鹿邑县赵村乡

鹿邑县张店乡

鹿邑县试量镇

鹿邑县杨湖口乡

鹿邑县马铺镇

鹿邑县生铁冢乡

鹿邑县涡北镇老庄行政村

鹿邑县太清宫镇怀溜行政村

鹿邑县王皮溜乡

鹿邑县郑家集乡

鹿邑县贾滩乡

鹿邑县观堂乡

鹿邑县高集镇

鹿邑县杨湖口乡东1000米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石槽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白马镇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汲水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丁村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虎岗乡林场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东风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双楼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张完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胡集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吴台镇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秋渠乡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宜路镇

收储库点法定
代表人联系方式

13837095026

13592289176

13592277676

13592289216

13283012817

13838685759

18638081388

18639401987

13523106859

13673875098

13523457309

13273003699

13838687693

13460026789

13949957861

13938065923

13939482199

13460012669

13346854888

15896771588

15294989991

13592227218

13619896888

15993228888

13939478009

0394-4485868

13523391568

13803946236

13949994056

13703945926

15138211559

18603878112

18939625777

18839496666

13939425686

13838638125

13673400158

13838601578

13271170777

13592276859

13014686688

13703943898

15294981866

13525783678

13608411749

13803943213

18738809188

15890522888

13803943008

13592283555

13283008776

13839415500

13803943185

13781221388

积极采取有力举措 持续打击侵财犯罪

贾延庆，现任淇县警务最繁重的朝歌派出所所长。从
警24年来，他从一名刑警到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再到派出
所所长，破获大小案件1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00余
人，荣立个人三等功7次、获市级以上表彰12次，先后获得

“省优秀中原卫士”“市优秀人民警察”“市人民满意政法干
警”等荣誉称号。2012年，贾延庆由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升
任卫都派出所所长。为顺利推进工作，他每天外出走访，
熟悉派出所情况、了解辖区治安状况、研究解决措施。工
作中，他坚持信息必采，辖区必熟，情况必了解；以打促防
确保辖区大局稳定；严格执法程序，认真研究考核办法，科
学量化任务，激发民警争创一流的工作热情。他从加强自
身素质入手，坚持平时沉在一线、办案冲到一线、防范守在
一线、关键时刻战斗在一线。同时，与民警签订责任书，把
岗、权、职、责、利与必要的纪律制度和激励制度相结合，有
效调动起民警工作的积极性。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大
到群众遇到的困难，小到邻里纠纷，他都记在本子上，想办
法帮助解决。辖区居民王某多年前从山东嫁到淇县，因没
有户口无法办理医保手续。了解到情况后，贾延庆一面与
山东警方协调，一面走访王某的街坊四邻。几经努力，最
终帮王某办理了户口登记。 （牛合保）

近期，信阳市光山县紫水派出所侦破多起街头盗窃
案件，通过有力打击举措，助力多发性侵财专项行动圆满
收官。6月 18日，光山县日升购物广场发生一起电动车
被盗案件。紫水派出所民警通过被盗车辆特征进行“以
车找人”，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杨某松，6月 26日，嫌疑人
杨某松被成功抓获，并追回被盗电动车。6月 22日，西亚
城市广场某服装店的服装被盗。民警通过监控视频，发
现嫌疑人系一名年轻女性，并进一步追踪获取到嫌疑人
的身份信息，6月 29日，嫌疑人张某玲被成功抓获。6月
29日，紫水派出所民警在梳理处警记录中发现，近期辖
区发生多起以办理消防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安置卡等名
义实施诈骗案件，被骗数额达5000余元。通过深入细致
调查发现，几起案件的诈骗手段、嫌疑人体貌特征极为相
似，侦办民警果断对几起案件进行串并研判，经大量摸排
走访，6月 29日，侦办民警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顺，
系列诈骗案被成功侦破。目前，违法行为人张某玲已被
光山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犯罪嫌疑人杨某松、刘某顺依
法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件的告破，有
效维护了治安稳定，同时，也告诫老百姓一定要提高防范
意识，不给不法分子留一丝可乘之机。 （郑立瑞）

为促进司法行政工作规范化、智能化、高效化，南阳
市宛城区司法局扎实推进信息化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
高效法律服务。“网站+微信”，开通微信公众号，使广大群
众能够更便捷地知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动态；“互联
网+法治宣传”，通过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无缝对
接，实现对群众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的“一键接
入”；“互联网+法律援助”，积极推进实体、热线、网络三大
平台建设对接互通，坚持“让信息多跑、让群众少跑”，畅
通维权绿色通道；“互联网+人民调解”，实现人民调解服
务零距离，通过各调解组织联网联动，实现了调解现场随
时定位、纠纷情况及时上报、信息取证及时上传；“互联
网+社区矫正”，强化特殊人群日常监管，借助司法行政、
省社区矫正监管统一平台和刑满释放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等平台，完成接收、建档、录入、审批、监管、解矫等流程，
将文件、通知、数据等内容准确、安全传达到位；司法局整
合资源，构建司法行政“大联动”体系，在法律服务中心建
成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公证、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社
区矫正、联动协调、信息资源共享与运用为一体的司法行
政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杨长阁)

近期，郑州市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学习传达省、市纪委监
委文件精神，多举措安排部署2020年街道纪检工作“6-45”
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深化思想认识，理解问题整改落实意
义。做好整改落实工作是贯彻落实新时期党对纪检监察机
关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解决当前工作中面临问题的有力举
措，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开展的有效路径。紧盯关键
环节，提升问题整改工作实效。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加强业
务学习，不断提升政治站位，提升专业素养。二是正视当前
基层纪委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把查办的每一个
案件办成可以经得起检验的“铁案”。三是传导压实责任，及
时向上级纪委报备动态，不断更新维护谈话场地安全措施，
确保审查调查安全工作万无一失。四是在问题查摆工作中
再深入，全员全面全覆盖查摆问题。五是在36项查摆的问题
上，查明原因，建立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台账，制定切实可行的
工作措施。六是按照整改时限要求，逐个解决问题，建立问
题销号制度。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问题整改落实落细。街道
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务求工作实效，以坚决的态度、
有力的措施，真正实现补短板强能力目标，推动全街道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修小娟)

运用“互联网+”模式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紧盯关键环节
着力提升纪检监察整改工作见实效

积极深入基层一线 全力守护百姓安全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纪委监委的信访工作真是做到家
了！把信访室设到了家门口，并且很快
解开我心里的疙瘩，谢谢你们。”近日，濮
阳华龙区岳村镇黄城村村民王福海跑到
设在村里的“信访便利店”激动地说道。
6月份以来，濮阳华龙区纪委监委联合
信访局、人社局等多个部门组成11个工
作组，开展“信访便利店”进村组活动，

“便利店”每周开门两天，每个工作日有

不少于 3个部门联合接访，实现信访问
题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条龙服
务，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真正让信访为
民的理念落地见效。“把‘信访便利店’开
到群众身边，把政策宣讲送进千家万户，
真正实现了干部群众面对面，提升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该区纪委书记、区
监委主任侯富浩说。

（田孝丽）

洛阳老城区纪委监委在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的同
时，始终坚持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做好执纪问
责“后半篇文章”，积极帮助受处分党员干部解开心结、轻
装上阵，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绘
就“暖心图”，制定出台《关于对受处分人员开展回访工作
的暂行办法》,体现组织关怀。做足“绣花功”，创新回访举
措，切实做到对症“下药”，回访教育有温度。画好“同心
圆”，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难题、增强认同。凝聚“正能
量”，暖心回访既保障受处分人员的民主权利，又坚持严
格管理、热情关怀，引导受处分人员悔过改错、积极作为。
2019年以来，老城区纪委监委共开展回访教育32人次，
听取回访对象意见建议18条，受处分人员思想觉悟得到
明显提升，查办案件的综合效果得到充分显现。（李乐毅）

暖心回访 做实执纪问责“后半篇文章”

“通过参观，我从思想上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在今后
工作中，将常怀敬畏之心、律己之心，争做党的好干部。”清
丰县农机局一名党员干部在参观县廉政教育馆后深有感触
地说。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化以案促改制
度化常态化，近日，清丰县纪委监委采取分批次分时段组织
全县党员、公职人员以及其他监察对象到县廉政教育馆进
行参观。此次参观以乡镇、纪检监察组为单位，认真组织好
本乡镇、被监督单位进行参观，确保每名同志都能接受廉政
教育。“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好廉政教育馆，让全县党员干部
在家门口接受警示教育，不断增强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思
想自觉，永葆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该县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刘红杰）

用好廉政教育基地深化以案促改

长垣市公安局强化党内监督，严明纪律规
矩，落实主体和监督两个责任，全面推进全局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是强
化敏感节点检查。传统节日期间，开展纪律作风
建设专项检查，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

“四风问题”及上下班情况、窗口服务、请销假事
宜等情况专项检查。二是积极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围绕“是否有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
员涉黑涉恶、充当‘保护伞’，公安机关是否存在
有案不查、有警不接，是否开展宣传发动”等问题
开展督促检查。三是开展执法检查。对办案部
门、派出所的案件受理情况、办理情况进行检查，
当场纠正办案区卫生环境差、涉案财物保管不规
范、出入办案区登记台账不全等问题。（王江红）

近年来，伊川县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工作，
推动廉洁教育在基层落细落实，促进党风政风
带社风民风。其中，河滨街道通过建设村庄家
风家训馆，不断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质量，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河滨街道采取街道布
局、村庄落实、一体联动的推进办法，在充分尊
重各村（社区）村情民意的基础上，由街道班子
成员集体审定家风家训馆建馆规划和风格，目
前已建成 3个高标准村级家风家训馆。把家

风家训馆作为主阵地，以弘扬好家风为主轴，
引导建设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培养村庄文明传
播志愿者，延展精神文明建设触手，使“好家
风”这朵精神文明之“花”次第绽放在河滨街道
村庄家庭中。为村庄留住乡愁记忆、铭记历史
变迁、梳理文明脉络、弘扬文明新风创造更宽
松的政策环境，给加强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

（康力学）

一个村，有了村史馆，就有了历史的沉淀、
文化的传承、乡愁的记忆，洛阳洛龙区关林街
道八里堂村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历史的印
记，承载着八里堂村民不可磨灭的记忆。近年
来，八里堂村将家风、家规建设作为落实村“从
严治党”的关键一步，积极营造以家风带党风
促政风的良好氛围。通过好家风、家规、家训
的带动引导，促使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家庭“廉

洁风”常吹、家庭“廉洁经”常念、家庭“廉洁账”
常算，让好家风成为守护干部廉洁从政、家庭
幸福、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八里堂村的村史
展览厅，2020年 7月建成投入使用，该馆通过
图片、文字等方式，记录了以德修身、传家治世
的优秀家风家训，上榜表彰了群众身边的好人
好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心怀感恩，促进民风
不断转变。 （高维玮）

建设“家风家训馆”培育文明新风尚

传承家风家训 弘扬传统文化

强化监督检查 狠抓工作落实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获嘉县财政局多举措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成立财政局以案促改
工作领导小组，细化责任、明确分工，并提
出具体要求。二是强化廉政教育。开展

“七个一”警示教育，即每周一个固定学习
时间、观看一部警示教育片、“一把手”讲一
次党课、旁听一次庭审、编撰一本警示教育

汇编、会后撰写一篇心得体会、每人一个学
习记录本。三是强化风险防控。查找各单
位自身存在的问题，建立以案促改风险防
控台账，查找岗位廉政风险点，制定风险防
控措施。四是强化问题整改。对照典型案
例，列出个人问题清单，建立以案促改工作
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以台账推
整改，以整改提服务。 （赵鹏）

近日，根据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工
会“情系职工夏送清凉”活动相关要求，
宝坻项目、武清汽车城等项目给奋战在
高温酷暑一线的职工送去矿泉水、夏凉
被等生活用品及清凉油、风油精等防暑
降温用品，带去了工会的关怀。各项目

积极落实各项高温劳动保护规定，努力
营造平安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结合
疫情防控，切实做好工作环境定期消毒
与个人防护工作，抓好安全生产，严格执
行各项操作流程，确保职工平安、清凉度
夏，深受好评。 （周淑霞 闫明月）

把“信访便利店”开到村组

开展“情系职工夏送清凉”活动 确保职工平安度夏

多举措推进以案促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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