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做鹤壁人民好公仆”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

鹤壁集镇保稳定重民生促发展

本报讯 鹤山区鹤壁集镇在

“做鹤壁人民好公仆”主题教育活动

中，实施“一二三四五十”工程。

“坚持一个指导思想”。 即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紧紧围绕市、区重点工作，以“做

鹤壁人民好公仆”为目标，以“保稳

定、重民生、促发展”为主线，以主题

教育活动为载体，努力创造新优势，

奋力实现基层组织建设、 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平安建设、旧城改造和

新城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新突破，全

面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为鹤山

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抓好两个结合”。 即加强主题

教育活动与创先争优、 季度评星活

动相结合； 加强主题教育活动与基

层组织建设、信访稳定、招商引资、

旧城改造拆迁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体现三种形式”。 即把主题教

育活动的效果体现在三种形式上，

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撰写一篇“做

鹤壁人民好公仆”的调研报告；中层

干部结合个人思想实际撰写一篇学

习体会； 村两委班子成员及监委会

主任上报一篇经验交流材料。

“开展四项活动”。 即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联系实际，以“做鹤壁人民

好公仆”为主题，为党员干部上一次

党课；组织镇、村主要干部开展一次

观摩活动； 观看一次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电教片；组织举行一场“做鹤壁

人民好公仆”论坛活动。

“争做五种人”。 即突出抓好基

层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做人

民群众的“领头人”，争当基层组织

建设好公仆；突出抓好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做人民群众的“造福人”，争

当经济发展好公仆； 突出抓好旧城

改造和新城建设，做人民群众的“用

心人”，争当城镇建设好公仆；突出

抓好化解矛盾纠纷和信访稳定，做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争当调解矛

盾好公仆； 突出抓好改善民生和服

务基层工作， 做人民群众的“热心

人”，争当服务奉献好公仆。

“争当十佳公仆”。 即通过主题

教育活动， 从基层组织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旧

城改造和新城建设、 化解矛盾纠纷

和信访稳定、 改善民生和服务基层

等五个方面在全镇范围内评选出

“十佳公仆”， 号召全镇党员干部以

先进为榜样，学先进、赶先进，紧密

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履行职责，积极

推动工作。

（师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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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站花苑新型社区建设快速推进

51

栋住宅楼年底将全部封顶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鹤山区

北站花苑新型社区建设工地看到，

从军鹤线北侧向北一直延展到韩

林涧水库边缘，

350

余亩工地上，

51

栋住宅楼参差错落， 依势兴建，部

分标段已建到

5

层即将封顶， 部分

标段建到

3

层， 还有部分标段正在

进行基础建设。

在建筑员工的指挥操作下，挖

掘机、推土机、搅拌机忙碌有序，几

十座塔吊在高空挥舞着巨臂运送

各类建材，把整个工地衬托得尤为

壮观。北站花苑新型社区推进组负

责人、鹤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

万新告诉笔者：“北站花苑新型社

区去年

8

月份全面动工。 为了加快

工程进度，今年春节一过，正月初

七就全面复工， 预计今年

3

月底部

分楼房封顶，年底全部完成

51

栋楼

房主体建设。 ”

北站花苑社区是鹤山区全力

打造的统筹城乡重点民生工程，也

是我市第一家合村并建的安居工

程。

2009

年，鹤山区在筹建北站煤

炭物流产业园时，为解决当地城乡

居民住得起、生活好和充分就业等

后顾之忧，在充分调研和征求群众

意见的基础上，同步规划了北站花

苑新型社区。 该新型社区总投资

2.5

亿元，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面积

18

万平方米，商业面

积

1.4

万平方米，物业、社区党建、

行政办公、医疗卫生、文化活动场

所等管理和服务性用房

0.6

万平方

米， 社区规划的容积率为

0.91

，绿

化率为

39.23%

， 可安置居民

3000

户、

1

万余人。

北站花苑新型社区紧临军鹤

线， 有天然韩林涧水库相映衬，西

高东低，自然落差

28

米，楼房的设

计以一个单元、两个单元的点式楼

为主，交通便利，错落有致，山水交

融，生态宜人，建成后将成为鹤山

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北站花苑新型社区是鹤山区

产城互动、 一体化发展的试验区，

与北站煤炭物流产业园相辅相成。

该新型社区位于北站煤炭物流产

业园的核心区域内，产业园承接煤

炭物流、铸造等工业项目，解决东

部城区产业发展问题，优先安置入

驻社区居民就业，加快居民融入城

市的步伐；新型社区建设在解决当

地居民和产业园职工生活居住问

题的同时，腾出

950

亩土地，解决了

产业园发展用地， 实现了产城互

动、一体化发展。

据悉，为加快北站花苑新型社

区建设，鹤山区先后成立了由县级

领导牵头的统筹城乡工作组和北

站花苑新型社区建设推进组驻地

办公，负责规划设计、手续报批、监

督指导和协调指挥等服务工作。为

让群众住上满意的房屋，工作组和

推进组严格按照“

4+2

工作法”程

序，广泛征求和收集群众对社区建

设的意见和建议，聘请河南华创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统一规划设计了

社区建筑层次和风格、公益性建筑

位置、楼房户型、道路标准、绿化方

案等。凡涉及社区建设的每栋楼房

和每项配套设施，都要公开、公正、

公平招投标。聘请专业工程建设监

理人员， 严格执行质量管理标准，

严把设计交底、图纸会审关，施工

方案审查关，材料、设备检验关，分

项工程隐蔽验收关等，确保工程质

量。

为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社

区建设，社区主体住宅楼建设资金

以居民自筹为主、政府扶持与市场

运作的方式进行筹集。社区内的卫

生服务中心、幼儿园、超市等基础

设施及公益事业项目，按照“谁投

资、谁受益”的原则，由开发商让利

开发，补足建设资金缺口。

新型社区建成后， 将实行社

区、居委会两级管理模式，成立社

区党委作为党的组织，成立社区管

理委员会作为社区行政组织。在此

基础上，鹤山区将进一步完善社区

功能，健全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

式，努力把北站花苑新型社区建设

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

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

毕燕周

)

鹤山区

投资

300

余万元建抗旱灌溉工程

本报讯 近日，鹤山区紧紧把

握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契机，一手

抓宣传贯彻，一手抓建设，投入资

金

300

余万元，出动挖掘机、地质探

孔机等各类机械

23

台次，开工清淤

引水分水渠道

6

条，长

2.7

公里，完成

土方

13.6

万立方米， 铺设供水管网

4300

米， 配置灌溉设备

11

台套，改

善灌溉面积

1

万余亩， 在全区范围

内掀起“兴水利、强基础、惠民生、

促发展”为主题的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高潮。

为确保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任

务按时完成并发挥效益，鹤山区水

利部门采取四项措施，积极组织推

动工程实施：做好规划。 提前对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和

防汛抗旱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做

好规划，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辖区龙

宫水库除险加固后续配套工程，海

红灌区末级渠系修复，羑河治理地

质勘测，沙锅窑、韩林涧、王马庄提

灌站等工程建设。落实责任。将工程

建设指标分解，按照职责分工，建设

部门与施工部门、监理单位密切配

合，加强协作，确保工程质量。 确保

资金。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采取争

取财政资金、落实配套资金、引导农

民投资投劳等措施，保障建设资金

及时、足额到位。 加大督促推动力

度。 成立水利基础建设推动组，深

入各乡镇，现场检查督促工程建设，

保障各项工程建设进度。 通过这些

措施，有效地解决了该区“望天田”

无水可灌、有水难灌的难题。

（毋国伟）

北站花苑新型社区建设场景。 毕燕周 摄

近日，鹤山区组织县级干部在中山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再

次掀起春季植树造林高潮。据悉，今年鹤山区已完成造林绿化

面积

2.1

万亩。 毕燕周 摄

鹤山区教育系统号召全体师生以实际行动参与社区

建设， 图为近日运输队小学党员干部和高年级学生在社

区主要街道打扫卫生。 张海宝 摄

近日， 鹤山区明德小学大队部组织各中队开展了

“绿化行动，从我开始”活动，要求全体少先队员行动起

来，绿化校园，从我做起。 原小敏 摄

关注利比亚局势

聚焦重点建设项目

美英法对利比亚展开军事打击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反应不一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０

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利比亚

当地时间

１９

日晚，法国、英国和美

国等国的战机或舰艇向利比亚有

关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中国、俄

罗斯、阿尔及利亚、非洲联盟（非

盟） 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

次军事行动反应不一。

１９

日下午， 法国在巴黎召开

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

议的国际会议， 法国总统萨科齐

在会后说， 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

菲未能履行决议即刻停火， 有关

各方将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

一切方式迫使决议得到落实。

法国媒体

１９

日援引军方的消

息说， 法国战机当天已在利比亚

进行了

４

次军事打击行动，摧毁了

数辆卡扎菲军队的装甲车。 巴黎

时间

１７

时

４５

分左右， 法国战机在

利比亚对卡扎菲军队的一部军车

开火， 对利比亚实施首次空中打

击。之后几个小时里，法国“阵风”

和“幻影

－２０００

”战机又进行了

３

次

空袭， 摧毁了数辆卡扎菲军队的

装甲车。

正在巴西访问的美国总统奥

巴马

１９

日说， 他已授权美军对利

比亚采取“有限军事行动”，而且

“行动已经开始”。 但他重申美国

不会向利比亚派遣地面部队。

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

尼

１９

日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军

和英军军舰与潜艇当天向利比亚

发射了

１１０

枚至

１１２

枚“战斧”巡航

导弹， 袭击了利比亚的

２０

多处防

空设施。这次军事行动名为“奥德

赛黎明”，除了美国与英国，参与

行动的还有法国、 加拿大和意大

利。

利比亚总人民大会秘书长

（议长） 穆罕默德·兹韦

１９

日晚证

实， 首都的黎波里和东部城市米

苏拉塔遭到了来自某些西方国家

的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建筑

设施严重毁坏。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

２０

日报

道，目前已有

４８

人在空袭中死亡，

另有

１５０

人受伤。利比亚领导人卡

扎菲

１９

日说：“现在应该打开武器

库，用各种武器武装所有民众，以

捍卫利比亚的独立、 领土完整和

荣誉。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２０

日

说， 中方对多国部队向利比亚进

行军事打击表示遗憾。她说，中方

希望利比亚局势尽快恢复稳定，

避免武装冲突升级造成更多平民

伤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

维奇

１９

日表示， 俄对部分国家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为由，对

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表示遗憾。

俄罗斯强烈呼吁利比亚所有各方

以及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立即停

火并停止暴力行为， 采取一切措

施避免殃及平民。

非洲联盟（非盟）利比亚问题

专门委员会

１９

日在毛里塔尼亚首

都努瓦克肖特举行会议， 反对对

利比亚的任何形式的外国军事干

涉。该委员会成员、毛里塔尼亚总

统阿齐兹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利比亚局势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为利比亚目前面临的“非常严重

的危机”找到一个“非洲的解决方

案”，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尊重利

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以及拒

绝任何形式的外来军事干涉。

葡萄牙和捷克分别表示，不

会参与在利比亚的任何军事行

动。考虑到目前利比亚局势，将准

备向利比亚提供可能的人道主义

援助。

日本外相松本刚明

２０

日说，

日本政府基于要求利比亚当局立

即停止行使暴力的立场， 支持联

合国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

议对利比亚采取措施。

3

月

20

日，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西北约

40

公里处，人们聚

集在发生事故的煤矿附近。

当日，这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

7

人死亡，

45

人被困。

新华社发

中国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

目前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

不会影响中国环境及境内公众健康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０

日电 针对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可能对中国产

生的影响，中国核事故应急协调委

员会

３

月

２０

日权威发布：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组织专家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

３

月

２０

日提供的

最新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日

本福岛市周边

８

个城市的辐射水平

在安全范围之内。

截至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６

时，世界气象组

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区域环境

紧急响应中心根据最新气象分析，

未来三天日本核电站事故释放的放

射性物质对中国无影响。

国家海洋局对我国黄海中北

部、东海、南海北部海域的大气核辐

射和表层海水中放射性物质监测结

果未见异常，福岛附近海流缓慢流

向东南方向。 未来三天日本核电站

事故对我国海域环境无影响。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辐

射环境监测结果表明，我国辐射环

境水平没有发现异常。

综合分析认为，目前日本福岛

核电站事故对我国环境及境内公众

健康不会产生影响。

日本首相菅直人

邀自民党总裁出任副首相遭拒

新华社东京

３

月

１９

日电 （记者

吴谷丰）日本首相、执政的民主党代

表（党首）菅直人

１９

日邀请最大的在

野党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出任副首

相，但遭到了谷垣拒绝。

菅直人当天与谷垣通电话，提

议自民党加入由民主党和国民新党

组成的执政联盟， 实现朝野政党共

同致力于地震灾后重建， 并邀请谷

垣出任副首相兼震灾复兴担当大

臣。谷垣表示，自民党将继续在灾后

重建方面提供全面合作， 但不会在

没有进行政策协商的情况下加入执

政联盟，他不能加入内阁。

此外， 菅直人当天还与在野的

公明党代表（党首）山口那津男通电

话， 要求公明党在震灾对策方面予

以合作。

利比亚政府

向民众发放武器弹药

新华社的黎波里

３

月

２０

日电

（记者 辛俭强 李腾）根据新华

社报道员了解到的情况， 利比亚

政府

２０

日开始向普通民众发放枪

支弹药。

利比亚电视台当天还播放了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录音讲

话， 卡扎菲重申， 武器库已经向

所有利比亚人民打开， 利比亚人

民将得到冲锋枪、 步枪、 手榴弹

等武器。

这是自

１９

日部分西方国家对

利比亚发动军事打击后， 卡扎菲

第二次发表讲话。 他说， 那些使

用飞机、 导弹攻击利比亚的国家

必将遭到失败的命运。

卡扎菲在录音中还表示， 利

比亚的石油财富绝不会留给美

国、 法国、 英国以及那些与之结

盟的反利比亚国家。 卡扎菲说：

“我们是被欺压者。 被欺压者必

将赢得胜利。”

卡扎菲说， 相信班加西人民

将对反政府武装进行反击， 当班

加西人民看到这些“侵略、 殖民

主义和十字军战争” 后， 绝不会

允许美英法旗帜飘扬在班加西上

空。

记者

２０

日看到许多当地民众

聚集在卡扎菲的驻地阿齐齐亚军

营。 他们表示， 愿意作为人体盾

牌， 保卫国家和领导人卡扎菲。

当天下午， 据利比亚电视台

报道， 利比亚社团组织呼吁利比

亚民众在市中心举行百万人大游

行， 抗议外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

涉。

２０

日凌晨， 的黎波里东部郊

区曾遭到美国导弹的轰炸， 利比

亚防空部队向空中发射炮弹。 当

天白天， 的黎波里局势相对平

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