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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新成就 推动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黄高鹏）近
日，记者从鲁山县委组织部了解到，该县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坚持学做互进、改促
并举，推进学习教育常态长效。

搭建平台，奏响“学习曲”。一是设立党
员集中学习日。把每月的 15 日确定为全县
机关党员集中学习日，每月的20日确定为全
县农村党员集中学习日，围绕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以党支部为单位，一月一集中、一
月一学习，打牢学习基础，补足精神之钙。二
是灵活学习形式。创办微课堂，开通鲁山党
建微讯等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图文资料，方便党员在线学习；开展

“党课有约”活动，包村干部与村党支部约定
学习内容，按时入村上党课。三是检验学习
成效。以喜迎党的十九大为契机，围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四个一”活动，即举办
一次书法摄影展、一次征文比赛、一次电视知
识竞赛、一次合唱演出，检验学习成效，营造
学习氛围。

知行结合，奏响“实干曲”。一是分类
定标准。围绕“三会一课”落实、党员作用
发挥等，结合农村党员、机关党员、流动党
员等不同特点，分类制定以每月举办一次
主题党日活动、缴纳一次党费等为主要内
容的“十个一”标准，引导全县党员对标创

建。二是结对助脱贫。在县直机关党员干
部中开展以“联系贫困村、联系贫困户、联
系贫困学生”为主要内容的“三联系”活动，
在农村党员中推行“一名农村党员和一名
致富能手联系帮扶一名贫困户”的“2+1”帮
扶活动，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成帮扶对
子 1.7 万多个，救助贫困学生 400 余名，党员
干部到联系点讲党课 562 场次。三是服务
心连心。整合县直单位服务资源，结合群
众需求，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开通“党
群直通车”，提供集中上门服务，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 2500 多件。征集群众“微心
愿”，采取“居民点单、支部下单、党员领单”

模式，“一对一”服务群众。
改变作风，奏响“提效曲”。“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重点在改。该县
在成立县、乡、村三级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
（站）便民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延伸服务功能，
实现服务群众全方位。张良镇开展“十星党
组织”“十星党员”争创活动，打造服务型基层
党组织；观音寺乡组织党员“带党徽、亮身份、
定岗责、树形象”，激发党员承诺践诺；县城管
局成立人民路等6个道路党支部，推动党员
服务在路上、工作在一线，树立了良好形象，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带来
的新气象。

奏响“三部曲” 带来新气象

鲁山县加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马松昭）10 月 10 日，
记者在张官营镇采访时了解
到，该镇在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工作中，注重强化对驻村
第一书记的管理，着力发挥
第一书记宣传员、指导员、战
斗员的作用，确保第一书记

“驻”村更“助”村，发挥“领头
雁”作用。

当好宣传员，政策宣传
不变味。该镇逐层逐级召开
会议，强化学习、分类指导，
要求驻村第一书记全程参
与，开好“三个会”：开好村两
委会，党员、驻村工作队员和
帮扶责任人会议，及时传达
市、县脱贫攻坚会议精神，传
导压力；开好贫困户大会，进
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帮助贫
困户弄懂政策，找准对策，做
到对症下药，因户施策；开好
驻村单位帮扶人员业务培训
会，讲解工作重点难点，让帮
扶人员懂政策会落实，保证
贫困户应享受政策一条不
落。目前，该镇13名驻村第
一书记完成入户再走访 342
户，发放政策宣传清单 3000
余份，有针对性地完善发展
规划56户，召开不同类型会
议54场，解答政策咨询1000
余条。

当好指导员，目标导向
不走位。该镇要求驻村第
一书记全力聚焦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进百家门、知百
家情、晓百家难，当好脱贫
攻坚产业发展指导员。今
年以来，该镇已组织 3 次大
型产业扶贫基地观摩活动，

帮助驻村第一书记开阔眼
界，增强指导能力，组织了 4
次资料展评，增强业务规范
能力。

当好战斗员，精准扶贫
有作为。该镇细化工作标
准，建立驻村第一书记周五
汇报机制，定期进行业绩排
名。脱贫攻坚百日会战以
来，该镇党委召开工作推进
会2次，对驻村第一书记重点
落实的兜底贫困户“六改一
增”“五净一规范”资金使用
进度、一般户到户增收资金
落实覆盖率及金融信贷登记
户数进行排名，对韭菜里村、
柴庄村率先完成规划并投入

“六改一增”的驻村第一书记
予以通报表扬。同时，将工
作排名情况通报至驻村单
位，发挥驻村单位后盾监督
作用，做到日推进，周总结，
工作有序推进。

目前，该镇依托华森莲
藕、金盈玫瑰、农丰家庭农
场、通达农业等，发展蔬菜、
玫瑰深加工等特色农业，参
与入股分红贫困户 121 户，
企业反担保39户，户均增加
年收入 5400 元以上；依托金
盛源蝎子养殖、凤展农牧养
殖业基地，引导带动65户贫
困户发展蝎子、生猪养殖，
户均增加年收入2.5万元；依
托美伦饰品、玺发制衣、铭玺
机电、铭晨农业开发等4家加
工业基地，67 户贫困户参与
进厂（基地）务工，125户参与
家庭代工，136户参与入股分
红，37户参与企业反担保，户
均增加收入达6000元以上。

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

张官营镇强化第一书记管理

10月6日，秋雨初停，雨后尧山愈发清丽动
人，众多游客前来观赏美景（如图）。

据统计，今年国庆、中秋假期，鲁山县共接
待游客9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亿元。

胡耀华 摄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双节过后，鲁山县

食药监局加速推进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截至目前，已取缔食品流动摊贩
275 家，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办证（备案）
率稳步攀升，食品流动摊贩逐日递减，校园周
边食品安全环境持续向好。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鲁山县食药监局就
加强与教育、街道、城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针对学校周边经营商户“备案难、办证难”等
问题，定下了“食品备案合理化、注册登记快
速化、申请许可优先化、监管经营严格化”的
整体步调，力求快速稳妥地解决校园周边无
证经营及不合格食品问题。

鲁阳、张店、张良、马楼等乡（镇、街道）的
食药监所（分局）多次协调相关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加大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商户的监管和
对食品流动摊贩的清理取缔工作，严厉打击

“五毛”“三无”食品生产及食品流动摊贩非法
向学生兜售食品等行为，实现校园周边食品
市场无缝隙监管。

此外，该局还重点对学校周边小超市、小
餐饮店等进行监督检查。截至目前，共监督
检查3200余家次。

该局还加强与教育部门的沟通联系，利
用校园广播、制作并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
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使食品
安全意识深入校园、深入人心，教育引导广大
学生及家长增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自觉养
成健康饮食、合理消费的行为习惯。

县食药监局推进校园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已取缔流动摊贩275家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游小勇）10月7日，鲁
山县脱贫攻坚百日会战标杆
村建设现场观摩会在尧山镇
贾店村举行。

与会人员在贾店村党员
群众综合服务站认真观摩学
习了档卡规范化建设工作，
随后到墨子古街参观学习了
产业扶贫基地建设工作，到
贾店村贫困户家中现场观摩
了兜底贫困户“六改一增”工
作的开展情况。

会议强调，一要理清思
路，转变观念，通过规范档
卡、打造标杆村，更好地向
贫困户宣传并落实行业扶
贫政策，真正做到因户施

策、因人施策。二要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克服厌战、畏
难情绪，精心组织，周密安
排。三要搞好协调，精心实
施。各乡镇要结合本乡镇
实际，制定本乡镇打造标杆
村的实施方案，各方共同努
力，全力协调配合，实现标
杆村打造的目标。四要明
确责任，落实任务，按照时
间节点完成规范档卡、项目
建设、资金拨付等工作任
务。五要加强督导，确保实
效。六要认真整改，整体提
升。各乡镇要切实履职尽
责，认真查漏补缺，实现档
卡规范、行业政策宣传、行
业政策落地相统一。

鲁山县脱贫攻坚百日会战

标杆村建设现场观摩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雷小军）近
日，河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公布，鲁山县泥塑传承人王忠富、
民间剪纸传承人陈子豪、鲁山花瓷制作技艺
传承人梅国建、高装故事传承人秦大周名列
其中。

本次评审认定工作根据《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法》开展，旨
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建设，有
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近年来，鲁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非遗
保护传承工作，按照文化遗产传承“有形化、
载体化、品牌化、整体化”的理念开展工作，保
证了各项非遗工作的计划性、重点性、科学
性，形成了具有鲁山特色的系列文化品牌。
为夯实传承人阶梯，完善传承体系，该县非遗
中心认真组织了此次申报工作。

此次成功申报为省级传承人者均具有
精湛传统工艺和传承能力，传承的非遗项
目涉及民俗类和传统技艺类、手工制作技
艺等。

截至目前，该县共有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9人、市级13人、县级27人。

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公布

鲁山县4人名列其中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王永
安）记者昨日从鲁山县发改委了解到，该
县前三季度完成重点项目投资 104.9 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的78.9%。

今年以来，鲁山县始终将重点项目建
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按照“投产
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总
体思路，继续推行县级领导分包、联席会
议、联审联批等八大制度，强力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定期派出联合督查组，对“十大民
生”“十大工业”“十大旅游”三类项目的开
工情况、建设进度、投资完成情况、施工安
全、手续办理及问题处置情况进行全方位

督查督办；对在跟踪督查活动中发现并认
定的工作推诿、执行不力、进展缓慢、贻误
时机现象进行追责。重点项目建设周督查
通报制度实施以来，有力地推进了在建项
目加快建设、计划开工项目如期开工。

该县在推行重大项目模拟审批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地压缩项目联审联批的运行
周期，帮助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的各

项手续加快办理；多次在国内大型招商活
动中推介精心设计包装的PPP类项目；每
季度组织一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项
目范围涵盖旅游、农业、工业、社会事业等
多个领域，有力地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目前，全县今年确定的100个重点项
目已有 80 个实现开工建设，完成投资
104.9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78.9%。

鲁山县前三季度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04.9亿元
占年度目标的78.9%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近日，鲁山县沙
河综合治理城区段橡胶坝暨滨河景观工程
开工仪式举行，两项工程总投资约6.3亿元，
两年后鲁山县城将呈现城在水边、水绕城走
的崭新面貌。

鲁山县委书记、沙河综合治理指挥部政
委杨英锋宣布工程开工，县长、沙河综合治
理指挥部指挥长李会良在开工仪式上致辞。

今年3月份，鲁山县沙河综合治理一期
工程开工。在该县沙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住

建、国土、规划等部门及相关办事处的共同
努力下，工程进展快、有形象，目前已完成7
条道路总工程量的60%。在此背景下，鲁山
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决定启动
沙河城区段二期橡胶坝暨滨河景观工程，该
项目无论是工程总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创
下了该县城市建设的新纪录，对于进一步拉
大鲁山城市框架、提高城市品位、改善人居
环境、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和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将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鲁山县有关负责人强调，沙河城区段橡
胶坝暨滨河景观工程的开工，标志着沙河综
合治理工程进入实质期、关键期、紧要期。
沙河综合治理指挥部要继续发扬成绩，统筹
谋划，科学调度，加快推进，确保工程尽快出
形象、出效果；住建、水利等部门要及时研究
解决建设中的困难问题，为工程提供优质高
效服务；施工企业要科学安排工程进度，强
化推进措施，高标准完成建设任务；监理单
位要严格工程监督管理，确保工程建设成为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据了解，橡胶坝暨滨河景观工程总投资

约6.3亿元，计划两年时间完工。建成的滨
河景观工程包括宽30米、长3500米的滨河
大道，宽 105 米、长 3500 米、总面积 37 万平
方米的沙河景观带。两级橡胶坝建成后，沙
河城区段的防洪标准将提高到 50 年一遇，
蓄水面积将达525万平方米。工程完工后，
鲁山县城将呈现城在水边、水绕城走的崭新
面貌。

沙河综合治理城区段橡胶坝暨
滨河景观工程开工仪式举行

总投资约6.3亿元

9月 28日，瓦屋镇汤河
村学生在参加科普大篷车进
校园活动，亲身感受科技的
魅力。

此次活动由市科协与鲁

山县科协共同举办，目的在
于让学生走近科学、感受科
学，开阔学生视野，激发他们
探索科学的兴趣。

马松昭 摄

10月10日，下汤镇乱石
盘村村医王辉（左）在向贫困
户发放《健康扶贫手册》。

今年以来，鲁山县大力
推进健康扶贫工作，为每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签了家庭医
生，并发放印有各项医疗优
惠 政 策 的《 健 康 扶 贫 手
册》。

王永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