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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倪
威）为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有效应对
冬季重污染天气，根据市环境攻坚办关于
实施“双千人”计划，开展环保执法大练
兵活动的要求，近来，睢县积极行动，主
动作为，采取得力措施，扎实做好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和执法大练兵工作。

高度重视，全面部署。11月14日，睢
县召开了决胜 60 天扬尘大督查暨执法大
练兵动员会，传达了 11月 13日商丘市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 60 天扬尘大督查
暨执法大练兵动员会精神，印发了《睢县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决战 60 天暨执法大
练兵工作方案》。就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县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提出，思想认
识要到位、措施落实要到位、追责问责要

到位，坚决遏制和扭转秋冬季大气环境质
量恶化趋势。

科学练兵，真抓实干。由县环保、工
商、质监、工信、国土、电力、公安、住
建、城管、商务、食药监等部门抽调人员
成立 5 个联合执法组，分别由环保、工
信、住建、商务、工商部门牵头，发动所
有大练兵执法人员相互交流、相互配合，
力争通过执法行动，取得打击违法排污和
锻炼执法队伍的双重功效，提高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成效。针对工业企业达标治理、

“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冬季工业企业
错峰生产管控、黑加油站取缔、燃煤散源
管控等重点工作，目前联合执法组已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 385人次，分别检查企业单
位 300 多家。此外，各部门对照职能分
工，还分别成立了专项执法组，在各自
分管领域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对每天
的督导检查情况和执法大练兵进展情
况，实时在睢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
在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还积
极向企业和群众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宣传

教育，进一步提高其环保守法意识，引导
社会各界关注、理解、支持环境执法工
作，提高群众满意度。通过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措施，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
施要求得到落实。

总结经验，学以致用。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的决战 60 天执法大练兵行动，切
实加强了睢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提升了环境执法人员现场环境执法的技
能要领，优化了环境执法及处罚流程，
提高了群众对环保问题诉讼信访处理的
满意度。今后，睢县将进一步加大执法
大练兵力度，继续发扬勤学习、严执
法、善作战的工作作风，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确保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目标任务完成。

全力保护蓝天碧水 严格执法主动出击

睢县大气污染防治暨执法大练兵在行动
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11月 25日，睢县西陵寺镇金
陵村村室大院里格外热闹，全村 155 户贫困户喜笑颜开，
原来是该村产业扶贫项目——湖羊养殖 2017年度分红开始
了。

为推进金陵村脱贫攻坚工作，帮助贫困户早日实现脱
贫，去年年底，该镇与县检察院驻村帮扶工作队在认真考察
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的政策有关要
求，着力发展产业扶贫，引领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全村共
有155户贫困户与坐落在本镇的钰鑫湖羊养殖有限公司签订
了协议，就肉羊集中养殖产业扶贫以户为单位入股合作。一
年来，钰鑫湖羊养殖有限公司依靠自身资金有保证、技术过
硬、管理规范等优势，企业经营形势喜人，决定提前为155
户贫困户兑现分红，总额达6.2万元。

金陵村贫困户陈广民说：“政府帮俺入股养羊，不但解
决了一家一户散养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使我腾出时间和精力
可以多打一份工，这样一来，收红利再加上打工的收入，今
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据悉，该镇今年共有12个行政村557户贫困户采取入股
养羊合作模式，2018年元旦前后也将享受入股红利。

金陵村

贫困户“入羊股发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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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
波 通讯员 张 振 徐泽
源） 11月 27日，睢县董
店乡“小微权力”监督
平台正式启用。

睢县纪委监察局通
过创新监察方式，坚持推
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
县纪委通过在各乡镇建
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
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
各乡镇将村情简介、权力
清单、扶贫政策、民生资
金流向、建档立卡贫困户
名单等信息通过便民服
务大厅电子触摸屏、乡村
户外LED屏、手机客户端

三种方式进行发布，在平
台设立投诉举报电话，群
众在监督时发现问题可
以直接投诉举报。

据县纪委工作人员
介绍，纪检监察信息化，是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拓
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途
径，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纪
检监察工作思想观念和工
作方式与时俱进的具体体
现。此举切实有效地保障
了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以
确保基层“小微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睢县“小微权力”监督平台正式启用

11月29日，董店乡几位村民正在“小微权力”监督
平台多媒体终端设备前查阅贫困户公开信息。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张 振 徐泽源 摄

“李冉，你先别走！”11 月 26
日，睢县征补中心驻后台乡胡岗村
扶贫工作队队员李冉像往常一样，
结束了一天的走访工作开车返城。
车子刚启动，就听到村民黄耀干在
路边喊她。

李冉把车停在路边迎上去问
道：“叔，有啥事啊？”黄耀干把一
个编织袋塞到李冉车上，笑着说：

“没啥事，给你摘了半袋辣椒，你
带回家吃吧。”“叔，我不要，我咋
能要你的东西呢。”李冉一边说一
边把袋子还给黄耀干。

黄耀干顿时急了：“这又不是
值钱的东西，就是俺自己种的辣
椒，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这两年你帮了俺家这么多，花钱又
出力，今年辣椒丰收了，我给你摘
了一些，你就收下吧。”李冉激动
地说：“我做的那些不算啥，您的
好意我心领了，可这辣椒我是真的
不能收。”

两个人在路边推来搡去，黄耀
干看到李冉铁了心不要辣椒，只好
无奈地收起半袋辣椒，转身流下了
眼泪。

原来，黄耀干的妻子得了脑血
栓，导致她下肢瘫痪，长期卧病在
床，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给妻子看
病，黄耀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家
中一贫如洗。

2015年 8月，李冉通过入户走
访了解到他家中的情况，每次入
户，李冉都主动帮他们收拾家务，
打扫庭院。收拾妥当后还不忘陪黄
耀干夫妇说话，给他们讲一些生活
中有趣的事，讲一些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在李冉的帮助下，黄耀干在
自家庭院里开垦出一块薄田，种上
了辣椒和花生等经济作物。第二
年，喜获丰收的黄耀干又在自家田
地里种了 2亩多辣椒，当年秋季就
有效增收9000多元。

今年 4月，当李冉再次到黄耀
干家走访时，发现他家大门紧
锁，几经打听才知道他的妻子又

患病住院了，李冉赶忙返城去医
院探望。在黄耀干妻子住院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李冉多次前去探
望，帮他们打饭、拿药，照顾得
无微不至。

为解决黄耀干妻子行动不便的
问题，李冉第一时间为他们申请了
救助。当李冉带着申请下来的帮扶
物资和轮椅来到黄耀干家中时，黄
耀干激动得泪流满面：“俺老伴儿
终于能出门‘走走’了……”

寒冬将至，李冉和精准扶贫工
作队的同志又为黄耀干夫妇送去了
电暖宝，以便他们度过寒冬。手里
拿着电暖宝，他们从心里感谢大家
送来的温暖。为了表达长期以来的
谢意，黄耀干摘了半袋辣椒，于是
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半袋辣椒
□ 王旭慧 徐泽源

本报讯（李 峰） 11月25日，睢县城郊乡李庄村新
建成的村民文化活动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大家
纷纷朝长桌围拢，只见人群中的医护人员正耐心地接待
问询问诊的村民。

据悉，这是睢县深度开展健康扶贫的一个缩影。冬
季易发各种疾病，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为宣传
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商丘市委党校驻李庄村扶
贫工作队积极联系睢县中医院，开展健康扶贫下乡义诊
活动，睢县中医院组织各科专家送诊下乡，为李庄村群众
在这个冬天送来了温暖。

在李庄村生活了 70多年的李士中患心血管疾病多
年，义诊专家的到来让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专家组为他
测量了血压、血糖，做了心电图，又开了药方，老人高
兴地逢人便说：“这健康扶贫就是好，专家送诊送到家
门口，看病花钱有补助，绿色通道贴心又周到。”

当天，前来问诊的群众有320多人次，免费检查建
档立卡群众 50多人，排查疑难杂症 70余例，现场开具
进一步医疗检查单50多份。

城郊乡

健康扶贫温暖群众

11月27日，以秸秆燃烧
为主的睢县天壕新能源生
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建设
接近尾声。该项目总投资5
亿元，年燃烧秸秆 29.4 万
吨。投产后机组年发电量
为2.16亿千瓦时，年供电量
1.9亿千瓦时，年节约标煤量
72360 吨 ，年 供 热 量 为
1.7159×106GJ，可基本解决
睢县城镇居民采暖以及园
区供热问题。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11月28日，由睢县县委
宣传部、县文广局、县教体
局联合举办的睢县“戏曲进
校园”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
演出在该县育才学校举行。
冯 阳 摄

县工商局：冬季是用煤高峰期，11月 27日，为规范
燃煤使用，睢县工商局组织散煤管控各成员单位，对全
县范围内燃煤散烧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检查组先
后对洁净型煤生产中心及配送网点、已取缔的散煤销售
点及沿途饭店、小吃店进行检查，并于当晚进行了突击
检查。检查组未发现销售散煤、私自加工煤球现象；已
取缔的散煤销售点已达到“场光地净”“断水断电”“设备
拆除”；沿途饭店、小吃店均已整改到位，未发现燃煤现
象。睢县工商局将持续开展督导工作，重点监控各进出
城路口，坚决杜绝非计划性散煤流入睢县。（阙志伟）

潮庄镇：通过划分责任区域，明确责任人，确保
每个区域都有保洁员和村干部负责开展人居环境改
善。集镇区由 6个行政片、3个办公室负责对所负责区
域乱摆乱占、出店经营进行取缔，由保洁员负责清理
垃圾、保持环境卫生。各村由村干部、保洁员负责，
对主要街道进行打扫。截至目前，全镇共出动挖掘机3
辆，对全镇范围内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在前期整治
的基础上，全镇135名村干部、84名保洁员在岗在位做
好卫生保持工作，确保工作取得成效。（韩中中）

平岗镇：按照“马上办抓落实”工作机制，对全镇境
内的河流及石平路、河后路、平白路、潮平路、平马路、集
镇区等进行了具体责任分工，并强化督导，严格奖惩。
通过镇、村两级干部的共同努力，切实改善了全镇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推进了全镇环境整治工作。截至
目前，该镇共动用机械车 25辆、人工 750人，清扫垃圾
200多立方米、清理小广告165张，清理河道5公里，关闭
11家污染企业，放置垃圾桶123个。（王金金）

河集乡：通过召开乡村“两委”班子会议，发动群众
对房前屋后进行清理整治，对街道两旁堆放废弃建筑材
料、马路市场和店外占道经营、杂草杂物进行清理，对公
路沿线和集镇区、社区周边垃圾进行清运。成立评选委
员会，对全乡 37个村委会进行卫生大评比，评出卫生文
明户10户。组织学校、卫生院以及乡直各部门进行义务
劳动。通过集中整治，全乡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各村大
街小巷“三堆两垛”整治取得实效，公路两旁的环境卫生
得到加强，违法违规建筑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截至
目前，该乡共拆除伸缩篷 48个，四角棚 52个，清除陈年
垃圾 86车，粉刷墙体 6000米，新修道路 18公里，治理河
道2条，建设高标准文化广场4个。（徐桃杰）

环境整治进行时环境整治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司国礼）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讲话
精神，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丰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内
容，11月 30日，睢县纪委监察局组织全县 5000余名党员干
部在县会务中心一楼报告厅观看廉政电影《兴衰之鉴》。

影片由省委宣传部、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牵头，河南影
视制作集团组织拍摄，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朝代兴衰更迭为线
索，以“廉则兴，腐致衰”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中探寻廉
政文化的力量，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是党员干部
廉政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生动教材，触及灵魂、震撼心
灵，艺术地体现了我党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

《兴衰之鉴》所讲述的一代代兴衰更迭，使广大党员干
部深受震撼，内心深切感受到腐败的毒害，思想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启示。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史为鉴，
吸取教训，防微杜渐，警钟长鸣，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
防线，牢固树立廉洁为公、勤政为民的思想，以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

睢县纪委监察局

组织观看廉政电影《兴衰之鉴》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讯 （范 坤）“振华哥，宣传十九大精神的
《三农篇》你看了吗？这里面写的都是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农村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你关心国家大事，保
准爱看。”11月29日午后，周堂镇张楼村脱贫攻坚驻村
第一书记刘孝治抱着一摞《三农篇》走出村委会，没
走几步就遇到了村民张振华。

“看了，十九大报告全说到咱老百姓心窝里了。这
几年咱农民的生活条件好了，就说咱村的路，前几年
村里只有一条通村路，还到处是坑，一下雨就出行困
难。自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党的优惠政策多了，
扶贫帮扶措施精准了，现在咱村道路四通八达，不仅装
上了路灯，还通了公交车，这日子越过越有味儿。”张振
华激动地说。

随后，刘孝治走到村民杨洪丙的家门口：“快来看看
十九大报告，里面说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还要培养造
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以后
咱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听说你儿子在外地工作是个能
人，让他回来为村里干点事吧。”

连日来，周堂镇多措并举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把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内容印刷成册，以宣传单、小
折页或专题刊物的形式，结合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由扶贫帮扶人分发至全镇贫困户家中。并利用“党建广
播”、村委大喇叭、微信公众平台播放十九大报告。同
时，通过党员联系户“1+N”工作法，每名党员联系不少
于10户群众，走村入户宣讲十九大精神，把十九大的“好
声音”传进家家户户。

周堂镇

让十九大精神走进贫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