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152020年9月 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黄晖 李悦

校
园
足
球
之
窗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9月12日，“建业杯”
因爱而战省业余足球联赛首阶段的城市预选
赛，将在全省18个地市全面打响。虽然受疫
情的影响，今年“建业杯”的赛程有所压缩，但
依然没能阻挡全省足球爱好者的参与热情。
最终，共有168支队伍报名参赛，这也是历年
来参赛队伍规模最大的一届。

由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河南省足协主办，河南足球事业
发展基金会承办，建业集团提供全额资金
支持的“建业杯”今年已经是第三届。这次

“建业杯”开启报名的消息一经公布，短短4

天的报名时间内，组委会就收到了 383支
球队的报名信息，最后组队成功进行提交
的球队有 280 支，这大大超过了 160 支队
伍的原定规模。经过多方考虑，组委会最
终决定在郑州赛区增加 8个参赛名额，原
因在于省会郑州的足球爱好者基数更为庞
大，在所有赛区中郑州报名的队伍也是最
多的。同时，郑州赛区也是单独的大区，执
行单独的赛程，增加名额不会影响比赛的
整体进程。按照“先报先得”的原则，组委
会在认真审核后，最终确定了今年的 168
支队伍参赛名单。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 实习生 张子健）9
月 9日，中国排协官网发布《关于举办2020
年全国女排锦标赛的通知》，2020年全国
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于 9月 17 日至 10 月 3
日在广东江门进行，比赛将采用封闭、空场
形式进行，备受瞩目的河南女排名将朱婷
将不参加本次全锦赛。

据悉，本次比赛共有河南队、上海队、
天津队、江苏队、北京队、福建队、云南队、
河北队、山东队、辽宁队、浙江队、广东队、
四川队等 13支队伍参加，上届冠军八一队
因为疫情防控原因已经宣布不参加本次比
赛。

由于全国锦标赛不同于俱乐部联赛，
运动员需要回到各自的注册地参赛。这
也让很多河南球迷有此一问：咱河南姑娘
朱婷会代表河南出战全锦赛吗？河南省
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书记谢国臣告诉记者：

“由于前段时间手腕伤势的原因，包括中
心、球队、朱婷本人等在内的各方经过充
分沟通后决定，朱婷将不参加本次女排全
锦赛。”

“为了奥运会，朱婷手腕的伤还是要控
制一下。本次参加全锦赛的河南女排以锻
炼年轻队员为主。”谢国臣说。

其实，由于中国女排不是在忙于参加
国际比赛就是在备战国际比赛，近几年女
排国手缺席全锦赛成了“常态”，女排全锦
赛自然而然地成为各参赛队锻炼年轻队员
的舞台。只不过今年由于疫情带来的“比
赛荒”，引发了球迷一番更为热切的期待。

据了解，本次女排全锦赛的第一阶段，
参赛队伍将按照 2019年全国锦标赛名次
顺序蛇形编排，分为A、B两组进行组内单
循环赛。上届比赛排名第十一位的河南女

排与山东队、辽宁队、浙江队、广东队、四川
队分在B组。获得第一阶段小组第一至第
四名的球队在第二阶段进行交叉赛，决出
半决赛和决赛队伍。获得第一阶段小组第
五至第七名的球队进入 C 组进行单循环
赛，决出第九至第十三名。

根据日程安排，所有球队将于 9月 17
日、18日报到并进行核酸检测，此后球队
还将进行体能测试，正式比赛将于 23日打
响。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本报通讯员 胥艳芳

“你们最喜欢上什么课？”“体育课！”9月9日，在济源
市轵城镇东添浆中心小学，记者打趣般的提问话音未落，
一群小学生就异口同声地给出了答案。

当天上午，2020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的首
场捐赠活动在此举行，“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的“大篷车”
拉着各类体育器材和设施走进校园，来到孩子们中间。

“快乐操场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各种体育器材，这也
是今年教师节我们收到的最好礼物。这批体育器材改善
了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条件，为体育课程的开设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为达到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特长目标提供
了可能。”东添浆中心小学校长石体东说，体育活动在东
添浆中心小学深受孩子们喜爱，不仅学校会组织各种比
赛，学校的航空模型小选手还走出校门、连续4年参加省
级比赛并屡屡获奖，“金牌、银牌、铜牌都有。”

进入9月，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缓解，各地中小学迎来
开学季，教育部也在近日就今年全国两会《关于出台刚性
措施强化青少年体育教育的提案》做出答复，不仅从保证
锻炼时间、丰富活动形式、完善保障措施、健全考核机制
等方面对青少年体育教育工作进行了说明，也及时回应
了公众对于“新学期体育课怎么上”的关切。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启动“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的捐赠活动，也体现出一份“送体育，送快乐，更送
健康”的深意。

“疫情给体育彩票的销售带来很大影响，但通过疫
情，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尤其是青少年，
可以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省体
彩中心主任王海新说，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今年的“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捐赠的学校数量
多了，捐赠名额从 25所增加到了 34所，“我们希望在疫
情的困难时期，为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孩子们送去公益体
彩的关爱。”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自 2012年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这个活动
面向乡村学校，主要向体育设施和器材匮乏的学校捐赠
体育器材，传播“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从
2013年在河南“落地”算起，今年是“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活动在我省开展的第8年。截至目前，活动已向省内
的 182 所学校捐赠价值 288 万元的各类体育设施和器
材，受益师生达到 5.4万人，加上今年捐赠的 34所学校，
总数将达到216所，投入的资金总量为339万元。

首场捐赠活动之后，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
赠的乒乓球台、足球、篮球
等各类体育器材和设施将
会陆续送达受助学校，以
让孩子们享受体育运动的
快乐、健康成长。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9 月 10 日，记者
从河南省校园足球办公室获悉，在刚刚过
去的 2020 年高考中，来自河南省实验中
学足球队的王子丁、申翊辰不负众望，分
别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同一所
学校的两名队员分别考入清华、北大，这
在河南校园足球的历史中尚属首次。两
名“学霸”也用实际行动证明，踢好球同样
也能上名校。

作为我省校园足球的一支劲旅，河南
省实验中学足球队在过去的三年里可谓战
绩辉煌。在主教练窦志刚的率领下，球队
从郑州市冠军到河南省冠军，从全国大赛
三年两冠到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中学生锦
标赛、亚洲中学生锦标赛，并在亚洲五人制
中学生锦标赛上获得季军，为河南校园足
球夺得了洲际比赛的第一枚奖牌。

在绿茵场上筑梦、追梦、圆梦的同时，
这批足球小将们并没有荒废他们的学业。
就像考入清华大学的王子丁所说的那样，

“我们是特长生，但不是特殊生。寄情球场
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比其他同学付出的更
多，才能与他们保持一致。既然选择了加

入校队，就注定要有更多的付出。”在这次
高考中，王子丁的文化课成绩超出理科一
本线六十分，再加上 76.33 分的专业测试
分，最终，他成为郑州市首个通过校园足球
走入清华大学的足球特长生。

除了王子丁和申翊辰之外，他们的几
名队友在这次高考中同样表现不俗。崔
豪、李孟洋被北京理工大学录取，程润霖考
入了四川大学，李昂进入了华中科技大学，
侯博涵、李冰清、王绪延则被上海理工大
学录取。这批足球小将的鱼跃龙门，充分
证明了河南校园足球近几年在教学、训
练、竞赛和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探索是成功
的，也进一步诠释了校园足球“读好书、踢
好球、做好人”的
新 三 好 育 人 内
涵。相信未来，
在校园足球不断
完善的培养体系
下，会有更多热
爱踢球的学子，
一圆自己的名校
之梦。⑥9

“建业杯”参赛队伍创新高

全国女排锦标赛23日江门开战

朱婷将缺席女排全锦赛让体育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举行首场捐赠活动

除了捐赠器材，活动还给孩子们带来了由专业体育教练执教的“快乐体育堂”。图为
孩子们跟着教练学习武术基本动作。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省实验中学队员喜获清华、北大录取通知书

踢好球同样也能上名校

1 月 14 日，
朱婷在中国女排
超级联赛决赛第
三场的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

所持有的河南省富盛陶瓷有限公司等 42户不良债权

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42户，涉及本金及利息等相关权

益截止至债权基准日(2020年 4月 20日)共计为人民币

159885.15 万 元 ，其 中 本 金 112038.63 万 元 、利 息

47846.52万元，债权项目分布在河南省的郑州、安阳、

洛阳、许昌、焦作、新乡、鹤壁、商丘、信阳、平顶山、周口

及山西运城。资产明细表如右：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债权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

体资产组包处置，也有可能分拆组包或单户处置。如

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zyamc.net或中原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ccfaex.com 查询，

或与以下交易联系人接洽。如有购买意向，按照我公

司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并与我公司签订相关保密协议

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次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

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人员及其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人员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

害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施女士 0371-61777591

曹女士 0371-61777585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邮编：45001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371-61771789

监督管理部门：河南省财政厅国有金融资本监管

处 0371-65802225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0371-6969081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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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河南省富盛陶瓷有

限公司

河南省富得陶瓷有

限公司

河南三丰铜业有限

责任公司

安阳市豫北金铅有

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森润工艺品

有限公司

鄢陵县荣辉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都是爱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县啊童木鞋业有

限公司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

有限公司

商丘鑫隆汽车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众盛德商贸有

限公司

河南安飞电子玻璃

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信阳源泰实业有限

公司

河南美森铝业有限

公司

信阳市启程轮胎有

限公司

河南豫河实业有限

公司

河南一林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

长葛市通达纺织有

限公司

许昌亮源焦化有限

公司

河南邦杰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粒倍粒种业有

限公司

债权本金
（万元）

2,692.27

3,300.00

2,999.00

7,500.00

841.29

670.00

251.41

543.00

4,350.00

10,820.00

655.54

1,765.24

8,000.00

435.10

1,322.13

600.00

1,388.35

5,608.72

1,500.00

4,859.91

2,750.00

260.00

利息
（万元）

638.85

829.59

424.52

750.41

609.06

224.75

189.25

121.29

224.55

4,199.13

824.82

2,568.74

1,075.13

31.09

117.36

50.53

2,369.56

3,598.43

1,140.94

2,599.66

5,019.49

172.32

担保情况

抵押：债务人名下位于鹤壁市山城区的工业用地及地上房产抵押，工业用地面积328382.23㎡

（约492.57亩），房屋建筑面积：151426.22㎡；保证：河南省富得陶瓷有限公司、钱健、黄丽珠、毛

英杰、李碧莺

抵押：债务人名下位于鹤壁市山城区的工业用地及地上房产抵押，工业用地面积71407.03㎡（约

107.11亩），房屋建筑面积：71712.76㎡；保证：河南省富盛陶瓷有限公司、刘久鑫、钱健、黄鹏程、

黄金锋

保证：安阳市豫北金铅有限责任公司、唐成河、李小芹

保证：河南三丰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金鹏铅业有限公司、唐成河、李小芹

抵押：债务人名下位于内黄县帝喾大道北段的工业用地及地上房产，工业用地面积20079.24㎡

（约30.12亩），房屋建筑面积：5587.46㎡；保证：陈震、王宪书

抵押：杜娅娟名下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水木清华的296.3㎡住宅、位于许昌市东城区魏文路

168.1㎡商铺、位于鄢陵县487.4㎡商铺及593.76㎡住宅；保证：张跃辉

抵押：李勇亮名下三套房产：1.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109号 39号楼 3单元1层 102号，面积

94.63㎡。2.位于濮阳市辖区003-11-002-1-01处房产，建筑面积69.36㎡。3.位于濮阳市辖区

064-25-015-2-12处房产，建筑面积169.78㎡，地下室面积9.67㎡，合计179.45㎡。保证：申琳、

申天增、河南省正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债务人名下商业用地及地上房产，土地面积12882.20㎡（约19.32亩），房产面积：781.86㎡；保

证：温州啊童木鞋业有限公司、蔡仁童，李小俞

保证：云鹤食品有限公司、新乡云鹤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布鲁艾斯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孟祥哲、王

莉娜

抵押：由商丘鑫隆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及房产，位于商丘市富商大道西侧，土地性

质为批发零售，土地面积为52041.016㎡（约78.07亩），房屋建筑面积为30220.38㎡；保证：张卫

东、张红涛

抵押：债务人名下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337.56㎡写字楼房产；保证：石德财、吴芳、陈

正纲

保证：河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侯建芳、李俊英

保证：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余安河，吴宇霏

保证：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美森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信阳依云温泉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信阳新泰阳实业有限公司、姜国立、余桂兰、黄伟

保证：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陶建新、周霞

抵押：债务人名下造纸生产车间，建筑面积为14172.90㎡。保证：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李京刚

保证：长葛市远大纺织有限公司、长葛市产业集聚区正源实业有限公司、袁廷杰

抵押：债务人名下焦化类机器设备；保证：河南海洋化纤集团有限公司、驻马店南方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张博维

抵押:债务人和保证人名下机器设备一批；保证：河南邦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周口市华杰电器

有限公司、刘葆清。

抵押：赵芳名下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53号 2号楼18层 285号、288号房产，

性质为写字楼，面积分别为198.50㎡、144.08㎡。保证：赵芳、段明生、刘云、秦志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河南省富盛陶瓷有限公司等42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总计

债务人名称

河南省宏基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时分秒商贸有

限公司

舞钢市群望纸板有

限公司

山西迎太塑料有限

公司

河南保森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河南隆林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神阳科技有

限公司

郑州光大纺织印染

有限公司

河南伊龙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河南华丽纸业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连服装服

饰有限公司

河南海洋化纤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得阳纸品包装

有限公司

新乡克瑞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瑞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新乡市乾丰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

河南建龙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

河南红旗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恒兴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万元）

18,304.84

700.00

1,718.34

1,998.00

397.40

190.00

2,500.00

747.91

3,700.00

2,964.31

1,378.80

800.00

1,900.00

1,820.00

3,949.99

976.87

450.00

780.23

2,650.00

1,000.00

112,038.63

利息
（万元）

7,542.81

293.14

453.53

797.92

270.53

82.79

342.11

89.03

569.32

679.80

92.02

900.74

1,433.11

33.53

2,961.32

312.04

251.86

347.70

212.03

2,401.72

47,846.52

担保情况

抵押：陈长芹名下位于厦门市湖里区2546.23㎡商业房产、贵州湘企（独山）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贵州省独山县20684㎡商业用房；保证：平舆瑞昇家俬有限公司、界首市中睿家俬有限公

司、河南哈迪进出口有限公司、启轩(厦门)集团有限公司、艾友泽、陈长芹

抵押：王磊名下七套房产，1.位于开封市内环南路8号锦绣皇城37号楼2单元201号，面积

106.06㎡；2.位于开封市内环南路8号锦绣皇城37号楼1单元102号，面积：106.06㎡；3.位于

开封市内环南路锦绣皇城15号楼2单元101号，面积108.94㎡；4.位于开封市内环南路锦绣皇

城40号楼1单元402号，面积87.81㎡；5.位于开封市迪臣世纪豪苑8号楼3单元4层西户，面积

146.64㎡；6.位于开封市迪臣世纪豪苑8号楼1单元2层东户，面积146.64㎡；7.位于开封市迪

臣世纪豪苑8号楼1单元4层东户，面积146.64㎡。保证：王磊、张盼睛。

抵押：舞钢市群望纸板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及厂房，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市八台镇西平驻公路

北，土地面积：52381.0㎡；厂房建筑面积共计21384.65㎡。保证：黄德峰、何素琴、冯玉军、余爱

珍、张玉彬、邢秀花、陈改庭、王广辉、苏耀军、杜芝琴、杨银生。

保证：山西省运城市龙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张迎太、雷凡狮、张勇

抵押：陈广林、刘新院名下位于封丘县506.81㎡商铺；保证：陈广林、刘新院、吴纪帅、刘名扬

抵押：夏兵臣名下位于311国道 222.14㎡住宅；保证：夏兵臣、赵培松

保证：河南路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郑州光大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吴德秀、钟波

保证：郑州市神阳科技有限公司、钟霖、杨爱梅、张磊、苏俊霞

抵押：1.洛阳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位于伊川县伊龙大道中段商业房产，面积9055.92㎡；2.洛阳

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位于伊川县城关镇瑶湾村服务房产，面积3859.86㎡；3.河南伊龙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位于伊川县伊龙大道中段商业房产，面积5116.02㎡；4.洛阳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县城杜康大道与伊龙大道交叉口商业用地一宗，面积3575.99㎡；5.洛阳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位于伊川县伊龙大道南侧商业用地一宗，面积9547.16㎡。保证：河南伊龙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洛

阳伊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洛阳华中铝业有限公司、范振国、陈喜轻。

保证：河南海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许昌市枫叶花木有限公司、许昌市长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建设、王爱梅

保证：河南至真食业有限公司、李永连、李永芬

保证：许昌亮源焦化有限公司、九江恒生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九江金源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鸿发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军豹、郑军平

保证：河南天丰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河南华丽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孙喜花、王爱梅、代建

设、王福安

保证：中原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付进廷、韩爱芳

抵押：长垣县恒海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名下14113.33㎡（约21.17亩）商住用地；保证：王战胜、

王淑丽、高广明、郝素敏、余连、李易功

抵押：曹友海、张修芳名下位于新乡市金穗大道148.16㎡住宅，位于新乡市东方文化商业步行

街2套面积分别为34.06㎡、55.34㎡商铺，位于新乡市汇金城25.02商铺；保证人：曹友海、张修

芳、张修林、李培贞

抵押：债务人名下位于长垣县308省道北侧工业用地及地上房产，土地面积22521.03㎡（33.77

亩）、房屋建筑面积共6339.49㎡；保证：高天敬、陈玉勤、严洪昭、王红岩、张丽霞、孙建忠、高炎、

信志敏、王朝臣、王秀梅

保证：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巩义市弘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王春来、王荣超

抵押：债务人名下食品软包装设备、原纸项目的机器设备等一批，主要包括卷纸机、涂布白纸板

机、离散控制系统等。保证：河南三恒贸易有限公司、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2020年
8月 7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
关 媒 体 刊 登 了 ZMDSF-2020-04 号 、
ZMDSF-2020-0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39号
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
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规则》等规定，于 2020年 8月 27日在驻马店市土
地招拍挂网上对该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举行
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ZMDSF-2020-04号、ZMDSF-2020-0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成交字〔2020〕102号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 11日

宗地编号

ZMDSF-2020-04号

ZMDSF-2020-03号

宗地位置

开源大道与白云山大道交叉口
东南角

金雀路与真阳路交叉口西南角

土地面积
(㎡)

41497.3

88732.22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
用地

城镇住宅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70

成交价
（万元/亩）

206

208

成交金额
（万元）

12822.6657

27684.45264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竞得人

驻马店中原之星置业有限
公司

驻马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

近年来，开封鼓楼区突出“变”
字结合实际，紧抓信访工作。变群众
上访为干部下访，着力实现从“背靠
背”到“面对面”，从“你上来”到“我
下来”，从“你约我”到“我约你”的转
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和久拖不决的疑难问题，带案深入事

发地或信访人居住地现场处理，同群
众交心谈心、增进感情，听取信访人
意见，召集相关责任单位会商研判，
有效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坚持用
心、用情、用行做好群众工作，确保全
区信访形势平稳有序。

（范学知）

纪检工作“三个到位”
今年以来，新乡县大召营镇纪委切

实履行监督责任，“三个到位”助推各项
工作发展。日常提醒到位，助推党员干
部履职尽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提醒谈话制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发现，及时提醒，促使党员干部廉
洁从政、改进工作作风、履行工作职
责。日常监督到位，护航脱贫攻坚。围
绕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开展扶贫

“遍访”，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扶贫干
部在岗情况、帮扶责任人责任落实情况
和上级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执纪问责到位，助力疫情
防控。镇纪委对各村和企业一天两巡
查，督促干部履职尽责，认真做好消毒、
出入管控和排查工作，对在疫情防控中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律通报曝光，
快查快办。 (周随斌)

开封鼓楼区突出“变”字抓实信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