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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建设系统大型主题宣传报道活动圆满收官

鹤壁活动区四大奖项
“名花有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本报讯 9 月 29 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活动
组委会获悉，为树立标杆和
榜样，鼓励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爱岗敬业、努力拼搏，经过
宣传发动、基层遴选、集中宣
传、网络投票、实地走访、联
合评审六个阶段，由鹤壁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河报
社联合举办的献礼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建设系统大型主题
宣传报道活动最终有果。该
市 10 家“宜居示范小区”、5
个 鹤 壁“ 示 范 村 ”、5 家 鹤 壁
“最具社会责任建筑企业”、5
位鹤壁“最美鲁班”一路过关
斩将，最终荣列“四大奖项”
示范村获奖名单：
淇滨区上峪乡桑园村
淇县灵山街道赵庄村
山城区石林镇中石林村
浚县伾山街道前毛村
山城区石林镇南唐宋村
宜居示范小区获奖名单：
示范区：天鹅堡、名门俏江
南、百汇广场
淇滨区：龙门印象城、卢浮
宫、漓江柳岸、天逸·双水湾
淇 县：
麒麟郡小区

榜单。
参与评选的“宜居示范小区”
为激励更多建设者建造
有 40 家、
“ 最美鲁班”14 人、
出更多的城市新地标、乡村 “示范村”12 个、
“最具社会责
新名片，为建设富美鹤城、助
任建筑企业”14 家。在大河
力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发展
报新媒体公众号上经过短短
环境，努力书写更加华彩的
10 天投票，评选点击量将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260 万次。
篇章，自 7 月份以来，鹤壁市
拥抱新时代，勇当主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大河
军。通过此次活动，宜居小
报社在全市住建系统，开展
区、示范村落、社会责任建筑
了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
企业和最美鲁班不仅获得全
型主题宣传报道活动。
面向社会推介、展示机会，同
该活动报名渠道开通
时获奖企业与个人将面对这
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业
份荣誉，肩负着责任，在推动
内企业、个人积极参与，组委
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
会收到来自各县区报名资
质量发展方面标杆带动，起
料、咨询电话络绎不绝，最终
到应有的示范和引领效应。
浚 县：御金湾小区
山城区：枫岭国际
最具社会责任建筑企业获奖名单：
鹤壁市胜隆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河南国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正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浚县天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鹤壁市长青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最美鲁班获奖名单：
邢耀鹏 鹏森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钞建坤 河南亿豪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王九英 河南浩航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崔均超 河南鑫豪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王国民 河南广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淇滨区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33 支队伍 1600 多人参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高飞 通讯员 薛山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上午， 淇滨区委宣传部、淇滨区总工
鹤壁市淇滨区第二届全民健身
会、淇滨区教体局承办，秉承
运动会在天赉小学运动场上拉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
开序幕，
来自全区的33支队伍
共同参与”
的原则。共有33个
1600多人参加，
现场进行了安
代表队，
4166人次参赛。运动
塞腰鼓、足球秀、武动乾坤、激
会设乡镇办事处、
区直单位组、
情曳步舞、足球啦啦操等团体
企业组、
社会组和老年组，
其中
项目表演。
乡镇办事处、区直单位组设篮
据了解，本届全民健身运
球、足球、乒乓球等 15 个比赛
动会由淇滨区人民政府主办， 项目；
企业组设羽毛球、
拔河等

13 个比赛项目；
社会组设地掷
球、2 人 3 足跑等 9 个比赛项
目；老年组设乒乓球、象棋、围
棋等5个比赛项目。
“我们是第二年报名参赛，
这样的赛事，
能丰富文体生活，
激发工作热情，
凝聚团队力量，
为建设富美淇滨贡献力量。
”
淇
滨区建筑行业协会秘书长谷春
伟说。

市消防支队进行消防安全集中夜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欧阳康龙
本报讯 9 月 27 日晚，鹤
壁市消防支队开展国庆节前消
防安全集中夜查，
对大型商业
综合体、电影院、宾馆饭店、养
老福利机构等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

检查组重点对各单位场所
灭火应急预案、
防火巡查、
消防
器材设施、疏散通道等内容进
行检查，
并随机抽查了单位员
工对报告火警、使用灭火器等
消防安全常识的掌握情况。检

查组人员均结合实地检查情
况，
要求各单位场所负责人要
切实增强消防安全意识，认真
履行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制度，
加大防火巡查检查
力度，
着力确保单位消防安全。

市消防支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欧阳康龙
本报讯 近日，鹤壁市消
防支队召开危化企业消防安全
集中警示约谈暨培训会，
深入
推进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
大庆”
消防安全专项行动，
进一
步督促危化企业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全力确保危化企业消防安全。

全市危化企业消防安全责任
人、
管理人参加会议。
会议上，
签订了消防安全
承诺书，
安排部署了危化企业
当前消防工作重点任务。一是
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增强忧患
意识；
二是采取有力措施，
全面
自查自改。各单位要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
全面开展火灾隐患
自查自改，
切实做到底数清、
情
况明。三是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
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四是
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
切实提高单位
自身处置初期火灾事故的能
力。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鹤壁市兰苑中学举行
“我和我的祖国”
合唱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通讯员 曹伟伟
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 《歌唱祖国》、
《爱我中华》、
《今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激发
天是你的生日》、
《没有共产党
同学们勤奋学习、
立志报国的
就没有新中国》等精彩歌曲将
情感，展现学子青春风貌，鹤
一一上演。
壁市兰苑中学近日隆重举办
盛世高歌以言志，
青春旋
“我和我的祖国”
合唱比赛，
届
律铸忠诚。鹤壁市兰苑中学
时学校全体师生将用嘹亮的
将“我和我的祖国”合唱比赛
歌曲书写铿锵的誓言，
用满腔
作为展示当代中学生奋发向
的豪情表达爱国的深情，
为庆
上的精神面貌，
增强中学生为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年献礼。
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的重要手
据了解，
本次合唱比赛在
段，鼓励兰苑学子刻苦学习，
兰苑中学的体育场举行，
以班
立志成才，朝着梦想继续前
级为单位进行比赛，共有 26
行，
让青春在不断奋斗中绽放
支队伍参加，
《我的中国梦》、 出更多的精彩。

警界传真
国庆节前夕，9 月 28 日，
淇县公安局驻西岗镇罗元
村、河口村、北阳镇卧羊湾村
扶贫工作组民警，先后走访
了 3 个村的 7 名老党员和生
活困难老党员，为他们送去
了节日的祝福，同时老党员
们也发挥余热，为扶贫工作、
公安工作建言献策。
（李萌萌 牛合保）

9 月 27 日，浚县公安局
白寺派出所组织民警进行结
对帮扶工作，与群众打成一
片，吃住在村，深入实地走访
调研，与村干部共同研究找
准工作的难点、突破点，了解
村情民情，打开帮扶思路，根
据每户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
定帮扶计划，因户施策，科学
有序地开展扶贫工作，真正
做到精准帮扶。
（李萌萌 蒋
玉河）

国庆假期，为强化学生
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自防自
救的能力，9 月 29 日，淇县公
9 月 29 日，浚县公安局
安局巡特警大队驻西岗镇河
小河派出所 10 名民警、辅警
口村扶贫民警，为驻村幼儿
组成扶贫志愿队走进定点扶
园和小学，开展安全知识大
贫村小河镇，对贫困家庭进
讲堂活动。驻村扶贫民警以
行走访慰问，现场与村民进
防食物中毒、防触电、防火、 行了交流，并深入到帮扶对
防骗、预防交通事故等为内
象家里看望慰问贫困群众。
容，通过图片、实例的讲解与 （李萌萌 蒋玉河）
孩子们互动，增强孩子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收到了良好
为确保每个学生不因贫
的效果。
（李萌萌 牛合保）
失学、每一个家庭不因学返
贫，近日，浚县公安局小河派
9 月 28 日，淇县公安局
出所以“绣花”功夫做好教育
交警大队驻西岗镇罗元村扶
扶贫助学工作，助推打赢脱
贫民警党安昌，深入到所在
贫攻坚战役。组织民警深入
扶贫村的公路沿线和村民们
帮扶分包贫困户，查看核对
忙碌的田间地头，开展“送交
受资助学生档案，与资助学
法、讲安全、防烟雾”宣传活
生家长进行亲切交谈，落实
动，用案例和法律知识向村
教育扶贫政策，做到应助尽
民宣传交通安全常识及焚烧
助，确保每一名学生不因贫
秸秆给行车造成的安全隐
失学。
（李萌萌 蒋玉河）
患。
（李萌萌 牛合保）
9 月 11 日，浚县公安局
连日来，淇县公安局驻
卫贤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
罗元村扶贫工作组民警组织
区乡村，走访看望帮扶的脱
所在驻村党员，深入学习习
贫巩固户，详细了解掌握和
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
实地查看扶贫政策和产业扶
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 持措施的跟进落实以及生产
通过民警领读、相互交流、谈
生活情况，同群众亲切地谈
体会等形式，学习干部和党
话谈心，鼓励各家各户牢固
员代表纷纷表示，会以最佳
树立致富信心，强化内生动
的精神状态投身到精准扶
力，激发自强不息、自力更生
贫、早 日 脱 贫 攻 坚 战 中 去 。 的 生 活 态 度 ，实 现 早 日 致
（李萌萌 牛合保）
富。
（李萌萌 蒋玉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