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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
市电信公司召开

“ 马 上 办 抓 落
实”专题研讨会。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结
合自身实际，对如何认识“马上办抓落
实”推进工作机制的重要意义谈了体会。

公司总经理李秀萍主持研讨会并首
先发言。她在发言中畅谈了对“马上办
抓落实”的认识体会，并作出了承诺。
她说，电信公司作为服务商丘经济发展
的通信运营商之一，要做“马上办抓落
实”的表率，持续增强“四个意识”，切
实促进“马上办抓落实”常态化。要讲政
治、敢担当、重操守，加强党性修养，
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觉悟，律心、
律言、律行，筑好防线、守好底线、不
踩红线，常思常改、立行立改，深化推
进“马上办抓落实”。 （记者 刘玉宁）

市电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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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市纪委 协办：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自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开展
“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以来，各县
（区）各单位积极行动，不断促进稳步推进。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通过集
中学习、自学等形式，学深悟透，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查阅理论来源及佐证材料，不断提升对理论的理解力，
把《准则》《条例》《规则》各项要求落实到业务工作中，
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发展的具体措施，实现学
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市农业局举办“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专题培训班，
用图文并茂、典型事例、现身说法等形式，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的任务
内容和开展好“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学习活动的内涵。

市农林科学院纪工委在开展“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
学习活动中，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句研读，做到先学先
知先行、真懂真管真严，确保“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各
项要求落地生根。

全市“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
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稳步推进

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
马上办抓落实见行动

4 月 11
日，市中级人
民 法 院 召 开

“马上办抓落实”专题研讨会，领导班子
成员围绕建立健全“马上办抓落实”推进
工作机制，交流心得体会、明确贯彻措
施、亮明岗位承诺。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孙同
占主持研讨会并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畅
谈了对“马上办抓落实”的认识和体会，
并作出个人承诺。他说，要树立“马上办
抓落实”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
风、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马上办”的政
治自觉。要在全市法院大兴“马上办抓落
实”工作作风，切实查找解决立案、审
判、执行、信访等各个环节的问题，及时
总结工作经验，与时俱进地推出新思路、
新举措，努力将“马上办抓落实”工作部
署落实到实处。 （记者 刘玉宁）

市中级法院

4月 11日，市
财政局召开“马上
办抓落实”专题研

讨会，局党委班子成员纷纷结合自身情
况，围绕“马上办抓落实”谈认识体会、
落实措施及承诺事项。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全国主持
研讨会并首先发言。王全国表示，下一
步，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市财政
部门要弘扬“马上就办”精神，建立“马
上就办”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改变工作
作风，把着力点落在“办”上，把实施点
定在“干”上，做到急事急办、办就办
好。积极营造“马上办抓落实”的氛围，
提高“马上办抓落实”的本领，强化“马
上办抓落实”的保障，防范“马上办抓落
实”的风险。 （记者 张 博）

市财政局

4月 11日，市
旅游局召开“马上
办抓落实”专题研

讨会。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景宇主
持研讨会并首先发言。

王景宇指出，要进一步推进“两学一
做”。通过学习提升认识、增强本领，让
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更有抓手、更有载
体。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只有思路清
了、方向明了，落实起来才更得心应手。
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马上办抓落
实”是强化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只有作
风转变了，才能把“马上办抓落实”落实
到位，见到成效。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
标。工作目标是抓落实的底线，要完成任
务，就要朝着目标去落实。（记者 张 博）

市旅游局

4月 11日，市
国土资源局召开

“马上办抓落实”
专题探讨会，该局副处级以上干部结合各
自实际，围绕如何深入实践“马上办抓落
实”作了发言。

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幸生
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说，“马上办”
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抓落实”就是
要结果、见成效。作为单位一把手，要敢
于担当、勇于负责，依法履行国土资源管
理职责；公开办事流程和承诺事项，接受
群众监督；认真落实“三·五”基层工作
日制度，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

其他班子成员分别结合自身实际，对
如何认识“马上办抓落实”推进工作机制
作出了承诺。 （记者 刘玉宁）

市国土局

4月 11日，市
接待办召开“马上
办抓落实”专题研

讨会。市接待办公室主任吴亚东对如何认
识“马上办抓落实”、“马上办抓落实”需
要解决的目标任务、推进“马上办抓落
实”具体措施等进行了阐述。

吴亚东说，“马上办抓落实”是贯彻
上级决策部署的需要，是改进工作作风的
重要举措，是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需求。作为党员干部要脚踏实地、雷厉
风行，让“马上办抓落实”真正成为自觉
行动。

市接待办领导班子成员也分别结合自
身实际，对如何认识“马上办抓落实”推
进工作机制谈了体会，并就如何在具体领
导工作中贯彻“马上办抓落实”推进工作
机制明确了方向。 （记者 刘玉宁）

4月 11日，市
社科联召开“马上
办抓落实”专题研

讨会。会上，市社科联主席陈剑江结合工
作实际，就如何落实“马上办抓落实”作
了具体汇报。

陈剑江表示，今年将紧盯全年目标保
完成，抓改革项目不放松，抓好各项社科
工作的落实，围绕省十次党代会及市五次
党代会精神，积极开展社科知识宣传普及
活动。同时，陈剑江作出承诺，作为党风
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将严格履行“一岗
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
领导责任；坚决摒弃“庸懒散”现象，积
极营造“干事谋发展”的氛围；经常开展
党性教育，团结带领社科联一班人，推动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记者 张 博）

市社科联

市接待办

4 月 11
日，商丘无
线电管理局

召开“马上办抓落实”专题研讨会。
商丘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臧红岩主持研

讨会并首先发言。他表示，在工作上将认
真贯彻落实市五次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以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良
好空中电波秩序为主线，围绕河南省无线
电管理工作要点，认真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的落实：积极宣传新《条例》；开展非法
设台专项治理活动；做好重大活动和重要
考试的无线电安全保障；修订完善有关规
章制度，建立健全服务体系；认真落实

“三·五”基层工作日制度；坚持“一岗
双责”，对党风廉政建设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 （记者 张 博）

商丘无线电管理局
4 月 11

日，商丘技
师学院召开

“马上办抓落实”专题研讨会，该院领导
班子成员围绕“马上办抓落实”进行主题
研讨，并作出公开承诺。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福建在发言中
畅谈了对“马上办抓落实”的认识，提出
落实措施，并作出公开承诺。他说，“马
上办抓落实”强调的是态度，彰显的是责
任，体现的是效率，在工作上要养成立谈
立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全院形成真抓
实干、狠抓落实的良好风气。

学院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也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就如何认识和深入实践“马上办
抓落实”推进工作机制进行了发言，并作
出承诺。 （记者 司鹤欣）

商丘技师学院

4 月 11
日，市烟草
专卖局召开

“马上办抓落实”专题研讨会。局领导班
子成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交流心得体
会、查找存在问题、亮出公开承诺。

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党组书记
陈保军主持研讨会并首先发言。他指出，
要强化工作责任，在主动落实上下功夫；
细化政策措施，在创新落实上下功夫，把
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拿
出具体措施和办法，注重通过改革创新解
决各种深层次矛盾；要优化工作机制，在
长效落实上下功夫，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强化监督检查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和恒心，狠
抓各项工作落实。 （记者 李 岩）

市烟草专卖局

4 月 11
日，商丘华
商农村商业

银行召开“马上办抓落实”专题研讨会，
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建立健全“马上办抓落
实”推进工作机制，交流心得体会、明确
贯彻措施、亮明岗位承诺。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张智勇主
持研讨会并首先发言。他首先畅谈了对

“马上办抓落实”推进工作机制的认识和
体会，并从深入实践“马上办抓落实”、
认真落实“4+4”工作要求、加大业务营
销力度、加强软件硬件设施等方面谈了落
实措施。

该行其他班子成员也分别发言，畅谈
了对“马上办抓落实”推进工作机制的认
识，并结合分管工作提出具体落实措施和
下一步工作方向。 （记者 司鹤欣）

华商农村商业银行

4 月 11
日，人保财
险商丘市分

公司召开“马上办抓落实”专题研讨会。
领导班子成员围绕“马上办抓落实”进行
主题研讨。

人保财险商丘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赵国表示，将带领班子以“马上办抓
落实”的紧迫感、以开拓奋进的精神，全
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重点在“六
个抓实抓好”方面下功夫：抓实抓好发展
能力提升；抓实抓好服务品质提升；抓实
抓好价值创造能力提升；抓实抓好合规经
营执行力提升；抓实抓好系统党建工作成
效提升；抓实抓好公司和谐凝聚力提升
等。随后，赵国在会上对大家作出承诺，
将严于律己保持清廉。 （记者 张 博）

人保财险商丘市分公司

本 报 讯 （王 利 荣 任
辉）今年以来，虞城县为进
一步巩固林业生态建设成
果，着力提升全县森林覆盖
率，打造生态绿色虞城，在
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四
绿”创建活动。选择具有一
定基础的稍岗镇韦店村，作
为“四绿”创建示范村，进
行科学规划，重点实施“一
路一沟一河三园”绿化工
程，对村级道路、沟河、围
村林进行改造，提升韦店村
街道、河道、庭院、乡土树
种园、文化广场绿化档次。

截至目前，该县林业局

共投入 36 万元，栽植核桃
3600 棵、冬枣 1600 棵、樱花
230 棵，分别建成了核桃园、
冬枣园、樱花园；沿村内主
要道路、沟河栽植桂花 180
棵、枇杷 180棵、紫薇 160棵、
紫叶李100棵、碧桃100棵，从
道路绿化到河道绿化，从片
林种植到围村林改造，着力
打造绿色村庄示范点。

虞城县

着力打造“四绿”创建示范村

（上接1版）
那么，未来这个系统将会如何运行呢？
封堵了排污口，并将流往内河的各个小区等单位的内部

污水管道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就基本杜绝了内河水被污染的
可能。污水通过管网被输送到市区内的7个污水处理厂，经过
净化，每天会有42.5万吨清澈的中水被反哺入各条内河，使内
河的水流充沛起来。而已经连通起来、清淤后的内河，水流
将会更顺畅。通过各个闸坝，河道内的水流能够引得来、留
得住、放得出，死水就会变成活水。在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
下，我市的内河将会得到彻底改变、持续清澈起来。

据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城区河道管理处处长王锐介绍，
截至3月20日，整个城区污水管网的截污纳管工作一共完成了
852处，沿河的污水管网已经全部封堵完毕，下一步的工作就是
围绕污水管网的全铺设、污水全处理展开，“城区内 136公里河
道需要铺设污水管网188公里，目前已经完成了99公里，正在施
工的有 22公里，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全部污水管网的铺设，达到
河道的污水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截流、全处理的目的。”

从上游到下游、从河岸到河床、从地上到地下、从看的
见的地方到看不见的地方，我市的内河治理工作都在有序、
快速的推进之中。整个系统环环相扣，最终的目的是使我市
的内河清澈起来——这种清澈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可持
续性的清澈。届时，再伴随河道两岸的美化、绿化和亮化，
我市的城市环境和品位将会得到质的提升。

让碧水清流穿城过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通讯员 王 鹏） 4月 11日，记者从
商丘火车站获悉，16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迎来 2017年第一
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商丘站新增直通旅客列车1.5对，直通
旅客列车变更运行区段2.5对，开行旅客列车达到124对。

新增直通旅客列车1.5对。其中，北京西—商丘G804次高
速动车组 0.5对；新乡—苏州K1148/7次直通旅客列车 1对。
直通旅客列车变更运行区段 2.5对。其中，G1884次运行区段
调整为西安北—杭州东；Z295/6次运行区段调整为包头—赣
州；西安—扬州K60/1、K62/59次延长至南通。

新图对商丘站部分旅客列车的运行时刻及办理客运业务
也进行了优化调整，特别是原在商丘南站办理客运业务的 12
趟旅客列车，调整为商丘站办理客运业务，具体车次为：深
圳东—郑州 Z148/5 次、福州—洛阳 K30/1 次、南通—西安
K62/59次、宁波—郑州T326/7次、兰州—深圳西K132/3次、
郑州—厦门K742/3次、郑州—宁波T328/5次、郑州—深圳东
Z146/7次、西安—杭州 1152/3次、西安—南通K60/1次、郑
州—杭州K2278/5次、西安—温州K2908/5次。

此次调图，有2趟原通过高铁列车在商丘站增加停点：郑
州—上海虹桥G370次，商丘站 8:42到，8:44分开。焦作—上
海虹桥G1824次，商丘站14:51到，14:53分开。

此外，途径商丘站的 4趟列车变化较大，具体到开时间
为：杭州—郑州K2276/7次调整为3:50到，3:56开；郑州—北
京西1488次调整为次日0:02到，0:16开；西安—温州K2908/5
次调整为7:32到，7:38分开；西安—扬州K60/1次调整为1:01
到，1:19分开。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列车具体运行时刻以12306网站
发布信息为准。

全国列车运行图4月16日调整

商丘火车站旅客列车将有新变化

4月11日，一辆雾炮车在北海路上进行降尘降絮作业。为了尽快清扫路面积存的飞絮，保持市容环境卫
生整洁度，市环卫处加大清洁力度，全天候巡回保洁，在城区的主要干道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进行清扫，针
对人员流动量大的重点路段，加大道路机械化洒水、冲洗力度、频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上接1版）十届省委在以往良好工作局面
的基础上，更加突出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省
委常委会及时研究五年规划和年度要点，省委
书记谢伏瞻亲自审定首轮巡视方案并作出重要
批示。十届省委第一轮巡视第八巡视组将全面
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严格执行巡视工作条
例，按照“发现不了问题是失职，发现问题不如实
报告是渎职”的要求，“瞪大眼睛看，拉长耳朵
听”，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不辜负省委重托和人
民期望。柘城县、梁园区的领导班子和全体党员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不断强化
政治担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本轮巡视作为
一次难得的“政治洗礼”，主动接受“政治体检”。

张建英强调，要深化政治巡视，聚焦“三
大问题”。根据十届省委第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
具体安排，本轮巡视要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
子，紧扣市、县、区特点，坚持以下看上，突
出“关键少数”，重点聚焦“三大问题”，做到

“九个紧盯”：一是针对“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问题，紧盯树立“四个意识”情况；二是
针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紧盯遵守
党章党规党纪情况；三是针对“政治生态恶

化”问题，紧盯党内政治生活情况；四是针对
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紧盯基层党组织
建设情况；五是针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
票贿选”问题，紧盯换届纪律、选人用人和干部
监督管理情况；六是针对“上热中温下冷”“口号
喊在党委，工作还在纪委”等问题，紧盯党委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七是针对县、区“点多线长面
广”的复杂情况，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
题；八是针对“四风”“树倒根在，病源未除”问
题，紧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情
况；九是针对群众身边“蝇贪蚁腐”问题，紧盯
侵害基层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张建英要求，强化政治担当，齐心协力完
成好巡视任务。柘城县、梁园区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端正态度，敢于
直面问题，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确保巡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加强组织
协调，积极支持、配合巡视组工作，营造良好
的监督氛围，及时通过有关新闻媒体和党内文件

公布巡视的任务、安排和巡视组的联系方式；对
巡视组提出的整改建议要高度重视、立行立改，
为巡视工作赢得更为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巡视
组将严格执行巡视工作各项纪律和规矩，广泛听
取各方面意见，着力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向省委
报告巡视情况，按照省委要求用好巡视成果。

崔战杰指出，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形
势新任务，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紧迫
感，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判断和任务要求上来，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深化政治巡视要求，始终保持正确
政治方向，深刻把握巡视工作的发展规律，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站
位要高、突出“四个意识”，定位要准、突出坚
持党的领导，方位要明、突出标本兼治。增强
政治责任，做到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充分信
任支持省委巡视组，认真搞好配合，做到立行

立改，加强相互监督，为做好本轮巡视工作创
造良好氛围和环境。

姚龙其在代表市委讲话时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提升政治站位，积极
诚恳接受监督，认真配合开展好巡视工作，坚
持两手抓、两促进，扎实做好本职工作，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要高度重视，成立
联络配合组，提供全方位保障，加强信息通报，
抓好整改落实。三要围绕巡视工作重点，如实
向巡视组反映问题，支持巡视组深入了解问题、
掌握实际情况，营造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了
解、关注、支持、配合巡视工作的浓厚氛围。

柘城县委书记梁辉、梁园区委书记陶青松
分别代表柘城县委和梁园区委作了表态发言。

据悉，省委巡视组于 2017年 4月 10日至 5
月底左右在柘城县、梁园区工作。柘城县巡视
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0370—7393013（工作日
8:00—18:00）；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7725；电子

信箱：swdbxsz2017_1@126.com；巡视组接访处：
县信访局信访接待大厅；邮政信箱：柘城县未
来大道西段 85 号信访局；在柘城县县委、人
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信访局、行
政服务中心及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置联
系信箱。梁园区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
0370—8125552（工作日 8:00—18:00）；接收短信
手机：18539577752；电子信箱：swdbxsz2017_2@
126.com；巡视组接访处：区信访局信访接待大
厅；邮政信箱：商丘市神火大道中段128号1号专
用信箱；在梁园区区委、人大、政府、政协、法
院、检察院、信访局、行政服务中心及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设置联系信箱。根据巡视工作
条例规定，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柘城县、梁园
区党委和人大、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纪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法院、检察院
党组主要负责人，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
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
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
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系
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省委第八巡视组巡视柘城县、梁园区工作动员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