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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2月25日，是
永城市市级公民恳谈日。当日上
午，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到该市
信访局公开接访，认真倾听来访
群众诉求，耐心释理明法，现场
答复督办，切实为他们排忧解
难。永城市领导赵志强、李宗岩、
王琴芝、卞文灿、栗团结、邵明
杰、丁振波等参加接访。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市领
导分别在相应的恳谈室热情接
访。其间，针对群众反映的每一
个问题，李中华都仔细阅读书面
材料，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
核实有关情况，对能够现场解决

的合理诉求，当场给予答复和解
决；对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诉
求，则给群众讲法律、讲政策、讲
道理，耐心做好来访群众的思想
疏导工作。接访期间，李中华说，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建党
100周年，做好各项工作离不开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谋
划好“十四五”时期信访工作，进
一步创新信访工作机制，推动信
访工作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全国两会期
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全
国两会期间信访工作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来抓，深入开展集中化
解百日会战，切实推动化解一批
信访积案，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
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
深入研究信访案件，加大信访案
件督查督办力度，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依法依规处理信访
问题，严格落实好“三到位一处
理”要求，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
续和谐稳定。

据了解，当日，永城市领
导共接待来访群众 93 批 105
人，签批案件41件。其中李中
华接待来访群众3批5人，签批
案件3件。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虞城
县城市管理局以春季市容市貌
整治为契机，提升工作标准，大
力开展市容秩序整治行动，取得
明显成效。

集中整治号角吹
力保城市秩序好

为确保此次集中整治取得
实效，虞城县城市管理局按照

“统一组织，集中整治，各负其
责，合力实施”的原则，由城管各
大队大队长带队，采取徒步巡查
与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
县嵩山路、木兰大道、胜利路、大

同路、黄河路等重要干道逐路开
展整治。并制定《虞城县城市管
理局餐饮油烟和市容环境专项
整治活动方案》，细化分解任务
目标，做到责任到人。

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也是虞
城县城管执法人员最忙的时候，
春季市容市貌集中整治开展以
来，城管大队及时调整工作时
间，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在早7时
至晚9时，加强对人流量较大地
段及校园周边的管控，坚决禁止
摆摊设点、乱停乱放、乱泼乱倒
等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严厉打击县城各类违
法违规张贴小广告、办证广告等

城市“牛皮癣”，并利用增加夜间
巡查、暗查、集中巡查等方式，有
效地制止了这类违法违规行为
的蔓延。

有针对性强整治
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推动整治深入开展，虞城
县城市管理局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营造舆论氛围。

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虞
城县城市管理局印发《商丘市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商丘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条
例》4000余份，面对面宣讲城市
管理法律法规700余次，征集群
众反映的市容整治方面问题，有
针对性地进行整治。组织干部
职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走上
街头，清除卫生死角，发扬主人
翁精神，以美化环境为己任，自
觉规范自身行为，共同打造优美
环境。

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取缔
流动商贩70余起，规范店外经
营76处，规范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32辆，依法查处乱写乱画现
象70余起，依法“追呼”乱贴
乱画现象30余起，巡查餐饮油
烟设备安装使用情况 420 余
处，查处渣土运输车辆80余辆
次，县城市容市貌整治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本报商丘讯 为引
导新教师尽快适应新角
色、新岗位，以较快的
时间投入到教学和管理
工作中去，进一步提高
新入职教师及辅导员的
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
2月25日上午，商丘工
学院 2021 年春季新入
职教师和辅导员岗前培
训班开班仪式在科苑西
一楼报告厅举行。该院
执行校长丁艳红，副校
长丁天彪，党委副书记
史国永、王峰出席，相
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全体新入职教
师和辅导员参加了开班
仪式。仪式由史国永主
持。

执行校长丁艳红代
表学校董事会、党政领
导班子向各位新入职的
专家教授和青年教师加
入商丘工学院的大家庭
表示热烈欢迎。丁艳红
介绍了商丘工学院的基
本情况，以及学校多年
来在师资队伍建设和注
重教师个人成长方面秉
承的先进理念、采取的
具体措施以及取得的成
就。丁艳红强调了新入
职教师岗前培训班的目
的、意义，并对培训提出
要求：希望各位教师珍
惜本次培训学习机会，
遵守培训纪律，增强学
习的自觉性；青年教师
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实
现从学生身份到教师身

份的转变，勤学好问、勇
于争先，走好职业生涯
的第一步；希望新入职
教师爱岗敬业、潜心教
书育人，不断提升自身
素质和业务能力，力争
早日成为学校骨干；希
望各位教师成为广大学
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
引路人。

该院党委副书记王
峰传达了《商丘工学院
关于做好 2021 年春季
新入职教师及辅导员岗
前培训工作的通知》。
王峰从培训对象、培训
目标、培训形式、时间地
点和相关要求等五个方
面传达了文件精神并提
出了本次培训班的具体
要求。

本次新入职教师培
训由教师发展中心、人
事处、教务处、学生事务
服务中心和各院部共同
组织实施。接下来的日
程中，将有领导、专
家、中层干部、青年学
者就学校发展概况、教
学管理相关制度、人事
管理制度、PPT课件设
计与制作等方面为新入
职教师作专题培训。在
培训过程中，学校还为
新入职专任教师安排了
观摩课，由经验丰富的
专家和青年教师倾囊相
授，分享他们独到的授
课经验和技巧。

本报商丘讯 3 月 1 日上
午，商丘市梁园区平原街道办事
处召开信访稳定工作加压会。
会上，平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
健传达了全国两会期间信访工
作精神，分析了当前严峻的信访
形势，并逐一梳理了辖区内信访
问题，压实化解稳控包案责任。

同时，会上部署了信访工作
要求及措施，要求16个社区逐

一对信访件进行梳理，启动“日
报告、零报告”制度。并启动领
导接访制度和对重点人员的看
管，做到内紧外松。平原派出所
于辉传达了公安机关在全国两
会期间信访工作要求。最后，平
原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振华强调：
召开全国两会期间，公安、信访、
综治要发挥“五联五动”作用，对
每个社区的信访问题要研究透，

能化解就地化解，对于单位部门
无职权解决的特殊群体，要发挥
陪访、代访制度作用。

据了解，“五联五动”工作机
制即工作联议、纠纷联调、治安
联防、难点联治、突发事件联处，
推动各方力量齐参与、推动民调
队伍全到位、推动防范水平新提
高、推动社会秩序大改善、推动
快速处置保平安。

本报商丘讯 2 月
27日上午9时32分，虞
城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称，虞城
县城关镇小学路西段一
位男子因天气下雨潮湿
滑倒，意外掉落到二楼
阳台被困，虞城消防救
援大队立即出动紧急赶
赴现场处置。

9时 41分许，消防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经
观察，发现男子被困位
置为二楼封闭阳台上，
救援人员当即采用6米
拉梯，攀爬至二楼阳
台。经询问了解到，男

子腰部腿部摔伤无法移
动，救援人员立即使用
伤员固定担架将伤员小
心抬放至担架上并进行
身体固定，然后利用绳
索将伤员和固定担架从
二楼阳台缓慢下放至一
楼安全区域。在地面救
援人员的互相配合下，9
时 52分许成功将伤员
解救并转往医院救治。

虞城消防提醒：下
雨季节一定远离没有围
栏的高层阳台，避免滑
倒，防止意外坠落事故
发生。

男子意外跌落到阳台
消防员合力解救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解振

商丘工学院
新入职教师和辅导员
岗前培训班开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陈明 熊鑫愿

梁园区平原街道办事处：发挥“五联五动”作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萌萌

市容整治动真格 县城环境再提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贾震 文图

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到市信访局公开接访时说——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袁国豪 孙海峰

城管队员夜间巡查渣土运输车辆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