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提升新成立的淇滨区城

市管理局执法队人员的法律业务

素质、文明执法能力，展示文明执

法新形象， 近期淇滨区利用晚上

时间邀请市法制办专家等就行政

处罚、规范执法、依法行政、行政

诉讼等内容， 对队员进行集中培

训。 队员们还结合日常行政执法

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难点、 疑点问

题与专家进行了探讨。（牛军旗）

●

近日， 淇滨区向获得第三

届淇滨区区长质量奖的企业鹤壁

市四季青农产品批发市场颁发了

奖牌和

5

万元奖金。 近几年来，该

区已评选出区长质量奖企业

4

家，

通过质量立区战略， 在全区营造

了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

社会崇尚质量、 人人关心质量的

良好氛围。 （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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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滨区：

多形式多层面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本报讯 连日来，淇滨区黎阳

路办事处福源社区、长城社区的居

民在社区以舞蹈、戏曲、小品等多

种文艺形式，向周围群众宣传党的

十八大精神，畅想更美好的未来。

据了解，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

淇滨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以多形

式、多层面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

神，在全区掀起学习宣传十八大精

神的高潮。

一是及时召开动员会，全面搞

好宣传发动。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

该区及时召开区委常委会议学习

十八大精神，谋划明年工作，同时

组织召开全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

神动员会，动员全区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

精神，迅速把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

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

来。 二是精心组织宣讲，认真学习

十八大精神。 在全区精心组织宣讲

报告会， 邀请多名专家教授分层

次、 分批次为党员干部作了

8

场辅

导报告，

1500

多人次聆听报告。 报

告会后，各单位纷纷组织党员干部

再学习、再讨论，并结合十八大精

神，联系工作实际，认真谋划明年

的工作。 三是开展文艺文化活动，

以多种形式宣传。 根据实际，积极

组织文艺文化人才，组建“大学生

村官”和社区文艺表演队，将十八

大精神融入到文艺节目中，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宣传十

八大精神，把全区上下党员干部和

广大群众思想行动统一到十八大

精神上来， 为加快建设美丽淇滨、

魅力淇滨、幸福淇滨注入生机和活

力。 四是结合实际，狠抓工作落实。

教育干部群众进一步转变工作作

风，把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

工作中去。 十八大召开后，淇滨区

迅速赴先进地区开展大招商活动，

参观考察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学习

先进发展理念和经验，洽谈推介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掀起新一轮招商

引资热潮。 该区还紧紧围绕重点项

目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城市

建设、城市管理品位提升、民生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

等重点工作， 开展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谋划明年的工作。

（孙伟民）

助推发展 造福群众

———淇滨区农村公路建设掠影

本报讯 （记者 马飞）宽

阔的水泥路纵横交错， 满载农

产品的车辆往来穿梭……如

今， 一条条平坦畅通的村镇公

路在淇滨区各乡镇不断延伸，

一个干支线相连的农村公路运

输网络正在悄然织就。

“以前我们村是泥土路，那

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由于路不好走，运输成本高，收

粮食的不愿意往这里来， 我们

这里的粮食也卖不上价钱。”

11

月

29

日， 淇滨区钜桥镇高庄村

村民申跃河告诉记者，“如今铺

上了水泥路， 我们出门方便了

不说，种粮收入也提高了，日子

真是越过越红火。 ”

农村想致富 ， 道路要先

行。 淇滨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局

长康连成告诉记者 ， 近几年

来， 淇滨区把农村公路建设作

为一项民生工程， 坚持方便群

众出行， 服务经济建设， 大力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 坚持标

准， 保证质量， 将每个农村公

路项目都建设成优质工程。 同

时， 克服重建轻管思想， 加强

道路养护， 实现了全区四级以

上道路养护全覆盖。

今年， 淇滨区共实施农村

公路建设项目

21

个 ， 总投资

2338.6

万元， 完成新改建里程

50.4

公里。 其中县乡公路建设

项目

4

个，村通项目

15

个，桥梁

改建项目

2

个。 目前，除高牛线

正在施工中， 赵峪桥正在进行

图纸设计外， 其余项目已全部

完工。

农村公路建设的快速发

展， 不仅有效改善了农村农民

群众的出行环境， 而且有力地

促进了全区新农村建设和区域

经济的发展。 大河涧乡地处山

区，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农村经

济发展缓慢，农村公路的发展，

使这个山区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便形成了有上百户参与的食用

菌和蛋鸡养殖生产基地， 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 许多农户都盖

起了楼房； 上峪乡境内山川俊

秀，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过去

由于交通不便， 当地的农民在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里艰

难度日， 农村公路的畅通给他

们的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如今这里已成为旅游胜地， 每

年都吸引了数十万游客到此观

光旅游， 农民们守着家门做生

意 ，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

火， 过去不少因贫困远走他乡

的农民纷纷回到家乡办起了农

家游。

康连成告诉记者 ， 下一

步， 淇滨区将继续加大农村公

路项目争取力度， 进一步完善

农村公路交通网络， 努力使农

村公路建设再上新台阶。

2011年度河南省

水土保持工作先进单位

淇滨区榜上有名

全市唯一

本报讯 近日， 笔者从有关

部门获悉， 今年以来淇滨区认真

贯彻落实

2011

年中央、 省委一号

文件精神，加大投入，强力推进水

利建设，荣获了“

2011

年度河南省

水土保持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是

我市唯一获此荣誉的县（区）。

在水利建设中， 该区制订了

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科学规划，

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坚持一把手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做到计

划、项目 、责任 、质量、时间五落

实； 对每个重点项目明确项目负

责人和技术人员、 施工单位以及

监理单位，严把质量关、安全关，

确保水利基本建设顺利推进。 在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的同时， 采取

以奖代补的方式， 鼓励社会各界

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落

实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指导

等措施，鼓励个人兴办水利。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严格落实水利建设项目法人

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

等制度，规范水利工程建设；加强

对水利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及

时查处水利建筑材料购销、 水利

工程招投标等方面的违法违纪行

为，维护水利建筑市场秩序。坚持

多上机械，制订工期倒排表，在保

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和

完工率；组织技术服务队，到施工

现场进行指导、协调，搞好技术服

务；成立督导组、检查组，加强对

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的管理和督

导，确保水利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今年， 该区新增有效灌溉面

积、 节水灌溉面积

1500

亩和

1000

亩， 完成小流域治理面积

15

平方

公里 ； 解决了

1.7

万农村居民和

500

名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

问题。 投资

1203

万元完成了白龙

庙、焦庄两座小（

Ⅰ

）型水库和后

小屯一座小（

Ⅱ

）型水库的除险加

固工程。 完成了涉及

6

个乡镇、

80

个行政村、

101

个自然村的山洪灾

害非工程措施建设， 主要包括防

汛抗旱视频会商室、 雨水情监测

系统、区级预警系统、镇村预警系

统、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等。

（牛军旗）

12月21日，淇滨区九州路办事处举办迎新年联欢会，干部群众载歌载舞，欢聚一堂，表演了自编的精彩节目，讴歌了美好时代，表达了对新年

的美好祝愿。 孙伟民 摄

12月25日，淇滨区举办“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我为淇滨农

业发展做贡献”演讲比赛，展示干部职工良好形象，激发干事创

业热情，促进粮食高产创建。 牛军旗 摄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