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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阳县水冶镇紧紧围
绕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
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立足本镇实际$

实行重点突破$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各项工作成绩斐然%

生活环境日益改善

随着以!三清三改#为主要内容
的整治工作的不断深入$水冶镇农村
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脏"乱"差
现象明显改观$农民群众的居住环境
得到优化 % 目前该镇各村已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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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出动机械
$%&

台次$清理
道路

'$(

公里$清理垃圾
)%!(*

吨 $

大大改善了居住环境%随着沼气建设
的逐步推广$ 该镇

)$

户居民的率先
垂范带动了广大群众改厕"改厨和改
院$使庭院环境更加清新健康$水冲

厕所"花花草草等城市元素已经进入
寻常百姓家%

为推进!乡村清洁工程#向纵深
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垃圾难题$水冶
镇对

)+

个整治村垃圾填埋场从选
址"标准等方面进行指导$高标准完
成了垃圾填埋场的创建$实现了垃圾
日产日清$效果较为明显% 对其它

,

个村展开了新一轮的 !乡村清洁工
程#和!村级垃圾填埋场#工作% 截至
目前$东古庄和北关已完成村级垃圾
填埋场的建设$其它

(

个村正在兴建
中%

干群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周围环境的不断美化$人们
的生活习惯也在悄悄改变%各村建起
了文体活动中心$ 组建了村级宣传"

科技"法制"文艺队伍$有计划的开展
了活动$ 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建
立卫生长效机制$实现了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休闲娱
乐文明适度$社会环境稳定和谐的新
景象$使广大干群对小康目标的实现
充满了信心%

目前$水冶镇基层组织进一步得
到加强% 在各项整治活动中$广大党
员干部起早贪黑$冲锋在前$义务劳
动$不讲报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新
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使干群关系更
加融洽$党群关系更加稳固$基层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百姓出行方便有加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水冶镇
政府想方设法 $ 多渠道筹措资金 $

加大农村公路建设% 斥资
+-"

万修
建长虹路 $此路东起文明路 $西到
铁路 $全长约

,""

米 % 设计师从照
明 "绿化进行科学规划 $努力将之
打造成为水冶一主要景观大道% 此
外$ 东古庄和西古庄也先后投资

%

万元对街道路面进行硬化 $方便居
民出行%

目前 $水冶镇百姓居住条件也
发生了根本变化 $很多百姓都住进
了洁净的小区单元楼房 % 珠泉花
园"顺城花园等一个个居民小区陆
续兴建 $有力地推动了全镇新农村
建设的深入开展%

示范园区力促发展

为服务新农村建设 $水冶镇在
安林路段将打造水冶最大的物流
园&&&中物华祥水冶物流园% 该项
目为中博会签约项目 $ 占地

.--

亩 $为安阳县重点招商项目 $建成
后可形成辐射

.

省乃至全国各地
和物流配送商贸系统 % 目前 $该项
目正在紧张施工当中% 它的建立将
大大增加水冶居民的就业机会 $提
高居民收入 $带动典型示范片区乃
至水冶经济的繁荣%

!我每年都要献一次血" 这样感觉

心里很舒坦# $昨日上午"在安阳县水冶

镇政府门口无偿献血采血车上"李先生

拿着登记得密密麻麻的献血本告诉记

者"言语中透露出喜悦与自豪# 据血站

工作人员介绍"献血车每周四上午都要

来水冶接受群众献血# 每次来参加无偿

献血的群众都会排起长龙"积极献血#

本报记者 范云燕 摄影报道

安阳县水冶镇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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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
公里$总人口

0(/$

万人$辖
1(

个村
居委$连续

.

年综合实力排名全省第
一 $

1&&%

年跨入了全国
(&&

强乡镇
行列$位列第

.*!

位% 水冶镇工矿企
业较多$人员构成复杂$有自管人口
%/$

万人$ 有省市县及濮阳驻我镇人
员

,

万多人$无职业人员"倒闭破产
企业职工很多$各种社会矛盾非常突
出$治安形势严峻$刑事犯罪高发$平
安建设工作任务繁重$ 压力巨大$面
临严峻挑战%为了彻底扭转这种被动
局面$ 水冶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乘
全县平安建设!夏秋攻势#严打整治
治安巡逻活动的东风$ 精心组织"加
强领导"加大投入"创新工作$采取一
系列强有力措施$在全镇打响了保一
方平安"促一方和谐的平安建设保卫
战%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水冶
镇专门成立了平安建设指挥部$指挥
部下设办公室"督查组"宣传组和后
勤保障组%指挥部随时研究平安建设
工作$ 班子会定期研究平安建设工

作$及时解决平安建设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确保平安建设各项工作得
以卓有成效的开展%

二是创新载体!覆盖全镇" 在加
强镇综治巡防队伍建设的同时$水冶
镇联合公安"消防 "工商 "税务等部
门$ 集结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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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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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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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党代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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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村民代表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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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 全民发
动$全员参与$在全镇创新开展了!百
区千人联万户$ 构建平安第一镇#和
!万人佩戴红袖标$安居乐业有保障#

等平安建设活动$ 构筑起警民联动"

干群互动"全民参与"群防群治"覆盖
全镇的平安建设网络体系%!百区#是
根据我镇

1(

个村 '居( 委的分布情
况$以每

*&&

户为单位划分为
0&%

个
治安巡逻责任区$治安巡逻责任区施
行!八户联防#轮流巡逻制度% 明确
!三员#队伍$即平安建设宣传员"维
护治安巡逻组织员" 治安案情回访
员% 要求做到明确宣传内容$明确巡
防范围$明确回访对象% 全力做到确
保群众知晓率达到

!%2

以上$确保群

众安全感达到
!(2

以上$确保水冶平
安和谐%为了配合!百区千人联万户$

构建平安第一镇#活动的开展$我镇
又创新开展了 !万人佩戴红袖标$安
居乐业有保障#平安建设活动$重点
以共青团员"中共党员"优秀青年和
中学生为骨干力量$ 采取政府号召$

群众自愿参与的方式$对全镇进行划
块招募志愿者%志愿者分为平安建设
志愿者"治安巡逻志愿者两类%

三是加大投入!#两防$结合% 在
平安建设上$我镇舍得投入$切实抓
好人防和技防两道防线% 目前$我镇
已共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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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用于平安建
设%投资

1&

余万元$购置了
.

辆治安
巡逻车$加上公安部门的

.

辆治安巡
逻车$昼夜巡逻在各个村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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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购置发放小喇叭
*&&

个$红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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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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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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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在
主要位置安装了电子眼% 同时$积极
探索平安建设市场化运作机制$投资
1.

万元$ 在辅岩路全部安装了高清
摄像头$全力打造了辅岩路平安一条
街%珠泉小区在实行防盗红外线和摄

像头全天候监控的基础上$又投资
(

万元$创新实行了定时定点触摸点治
安巡逻系统$保证了小区至今无一例
被盗案件发生%

通过近段平安建设工作的开展$

水冶镇平安建设收到了较好效果$治
安形势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明显提升$同时$有力地震慑了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

月
0.

日$省
委政法委执法巡视组在水冶巡视时
对安阳县和水冶镇的平安建设和政
法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下一步 $水冶镇将借此次平安
建设推进会的东风 $ 按照县委 "县
政府和政法委的安排部署 $扎实工
作 $ 将平安建设活动继续引向深
入 $切实加强政法综治基层组织建
设 $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纠纷 $ 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 $广
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着力完
善现代治安防控体系 $全面完成县
分责任目标 $为安阳县争创全省平
安建设先进县 " 为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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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争
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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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儿子盗窃 $糊涂父
亲为了帮儿子逃脱法律制裁 $

竟然将儿子盗窃得手的摩托车
转移他处藏匿 %

%

月
0%

日 $经
过侦查蹲守 $ 安阳市公安局珠
泉分局刑侦大队成功将盗窃嫌
疑人王刚 '化名 (抓获 $其父也
因为自己的糊涂行为被依法执
行刑事拘留 %

%

月
0%

日凌晨 $ 安阳市公
安局珠泉分局刑侦大队获得线
索 $ 涉嫌盗窃的王刚在安阳县
磊口乡一带出现 % 获悉这一情
况后 $刑侦大队大队长孟庆东 "

教导员李如峰带领民警米新
明 " 杨卫东等人赶到王刚出现
的区域 $经过近一天的蹲守 $终
于在安阳县磊口乡北山庄村将
其抓获 %

经审讯 $ 王刚交待了自去
年以来伙同他人先后盗窃摩托
车和电动车二十余起的犯罪事
实 $ 并同时交待了仍有盗窃的
摩托车 "电动车藏匿在其家中 %

随后民警赶到犯罪嫌疑人王刚
家中追赃时 $ 却发现犯罪嫌疑
人王刚的父亲企图帮助儿子逃
脱法律的制裁 $ 将儿子藏匿在
家中的赃车转移至他处藏匿 %

目前 $ 犯罪嫌疑人王刚和
其父亲已被刑事拘留 $ 此案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

安阳县水冶镇立足本镇实际!实行重点突破!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各项工作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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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副县级干部&水冶镇党委书记 王士堂

子偷盗父移赃
父子同入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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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云燕 通讯员 马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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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阳县水冶镇迅
速落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精
神 $ 以 !争创全国百强镇 #和
!确保河南第一镇 #的目标统揽
工作全局 $ 突出项目带动战略
和城市带动战略 $ 重点服务新
上和在建投资千万元以上的

%

个工业项目 %据悉 $这
%

个项目
预计年度总投资达到

1,

亿元 %

水冶镇大力实施项目带动
主战略 $减数量 "扩总量 "提质
量 "要效益 $依托现有钢铁产业
建立全国精品钢基地 % 沙钢永
兴公司新增投资

$

亿元的年产
1&&

万吨棒材生产线预计年底
出坯 $ 项目建成后将年新增产
值

0(&

亿元左右 %

在 实 施 城 市 带 动 战 略 方
面 $该镇通过抓规划 "抓建设 "

抓管理 $以发展带城建 "以城建
促发展 $ 年内将完成重点城建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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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预计总投资
,/1

亿
元 %其中 $新建或改造城市化道
路

*

条 $总长
./(

公里 $新建居
民集中住宅小区

(

个 $ 总建筑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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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

同时 $ 该镇通过一系列城
建项目努力打造靓丽水冶 $新
建商贸物流等服务场所

,

处 $

总建筑面积
*0

万平方米 %

积极服务重点项目
争创全国百强乡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