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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 臣） 为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今年以
来，观堂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坚持用好“四面镜”，确保
贫困户信息更准确、帮扶措施再精准、脱贫力度再加大、脱
贫责任再夯实。

用好细腻的“显微镜”，聚焦问题的“细微根”。严格
按照建档立卡识别标准，由包片领导带队，从镇机关抽调
精兵强将逐村逐户，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再登门、大走访，
交贫友结穷亲对所有贫困户进行全面、详实、细致的“回
头看”，逐户调查，比对信息，全面核实，查漏补缺，求
真务实。

用好政策“放大镜”，培育内在的“精气神”。只有开
民智才能让脱贫成果更持久和稳固。镇党委、镇政府要求
镇村干部吃透扶贫重要文件精神，并把精力、人力、物
力、财力持续投入到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去，形成脱贫
攻坚的强大合力。掌握产业扶贫、贫困学生助学等精准扶
贫各项政策，给群众做好宣传和引导，帮助农户根据实际
情况享受相应的扶贫政策，确保让精准扶贫政策家喻户
晓，惠及贫困群众。

用好帮扶“近视镜”，撬开由穷到富的“大门”。进一步
健全帮扶机制，强化帮扶责任，提高帮扶成效，切实解决帮
扶责任人和帮扶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让全镇干部理解精
准扶贫是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用好脱贫的“远视镜”，关闭富再返贫的“二道门”。根
据到各村检查结果，认真梳理扶贫成果和减贫成效，了解村
民们的思想意识是不是有转变，帮扶是否取得实效，脱贫后
是不是有返贫的迹象，探索建立健全“跟踪长效制”“服务
一站式”“关注长远制”，切实让贫困户真脱贫、脱真贫。

观堂镇

精准扶贫用好“四面镜”

这一年，基层战斗堡垒得到强

化，鲜艳的党旗飘起来！

这一年，观堂镇圆满完成了村“两委”
换届工作，选优配强了村级班子队伍。在
对 25个村进行换届知识培训中，他们注
重程序、环节及要点的培训，不打无准备
之仗，“两委”换届稳妥圆满，新班子被
组织认可，受群众信任。优中选优“领头
雁”，对 6个党支部干部队伍不成熟的村
进行重点培育，选出致富能人作为“领头
雁”，打造了队伍不散、干部不乱、发展
不停的良好局面。镇党委在此次换届工作
中，审时度势，把握全局，重点化解矛盾
点，保证了此次换届整体稳定，截至目
前，该镇没有出现一起因换届而引起的个
访、集访事件。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得到加强。撤乡建
镇以来，观堂镇党委把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投资 120
万元，建设了占地面积 7337平方米、建
筑面积达682平方米的郝庄村党群服务中
心；投资120万元，建成了占地面积1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440平方米的刘庄村党
群服务中心；投资148万元，打造了占地
面积 2088平方米、建筑面积 686.32平方
米的周庄村党群服务中心。观堂镇党委书
记王国涛说，下一步，将以刘庄等3个村
为样板，向其他 22个村全面推广，牢牢
夯实基层党建根基。

党员干部管理模式得以创新。一年
里，他们实施“走出去”取经探宝，先后
带领村支部书记到虞城、夏邑、柘城等地
学习基层党建、脱贫攻坚和产业结构调整
先进经验，让带头人“见世面”“长见
识”。同时，建立台账，加强党组织管理
和流动党员管理。对全乡 1045名党员建
立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建立流动党员微
信群，对全乡 94 名流动党员实行网上

“微管理”，通过互联网，让流动党员找到
了“家”。

这一年，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工业项目立起来！

陕西万德新型建材项目落户观堂。
一期投资 3000万元，从事混凝土搅拌和
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目
前项目正在建设中。二期计划投资 8000
万元，从事新型纳米材料的生产和销

售，并以此为依托加大投资，进行多元
化经营。

商丘兴堂农产品贸易项目落户观堂。
该项目于2018年3月落地，位于观堂镇观
堂村东街，占地 60 亩，总投资 6000 万
元， 一期投资 3000万元，新建商铺 500
余套，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目前商铺主
体已完工，正在进行商铺装修及招商工
作。二期投资 3000万元，计划新建农贸
大棚 4000 平方米，目前工程设计已完
成，计划今年年底完成项目建设。

这一年，商丘竹韵制衣有限公司落户
观堂，该项目位于观堂镇刘庄村，项目总
投资 8000万元，其中一期厂房占地 4000
平方米，主体工程全部竣工，正在引进设
备。二期预计投资 2000 万元，建厂房
4000平方米。项目投产后，能安置当地
转移就业110人。

商丘市讯祥食品有限公司落户观
堂，该项目落地在观堂镇刘庄村，总投
资 3000万元，目前以投产达效，生产的
食品供不应求，50余名附近村民和贫困
人口在此就业。另外，以生产XPS挤塑
板和 EPS 板材、型材，计划投资 1.2 亿
元的佳泰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和计划总投
资 1.4亿元的维森环保科技项目正在洽谈
之中。

这一年，脱贫攻坚吹响冲锋

号，贫困的帽子摘下来！

在区委、区政府是大力支持下，观堂
镇加大脱贫攻坚工作力度，在提高贫困户
的收入水平和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全镇567户贫困户实施了“六
改一完善”，贫困户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九大工程”顺利推进，刘庄村、郝
庄村、周庄村文化广场工程已全部完工，
并投入使用，绿化工程顺利完成。3个贫
困村绿化工程全部完成，郝庄村9家18间
危房改造已完成入住，3个贫困村 150盏
路灯已安装到位，贫困村7个公厕全部建
成使用。先后在郝庄、周庄、刘庄3个贫
困村实施厕所改革。截至目前，全镇已改
造完成1027户。

他们推行“一户一策”，确保贫困村
如期出列。针对各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实际
情况，实施“一村一策”和“一户一策”
计划。贫困村重点放在产业扶贫工作上，
通过光伏发电、扶贫车间带动，特别是重

点打造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如周庄村重
点发展大棚种植，刘庄村重点放在农业种
植合作社带动，郝庄村重点普及苹果、梨
产业和养殖业。

截至 2月底，全镇贫困户 613户 1628
人全部摘帽，工作重点转向乡村振兴。

这一年，社会局面安定和谐，

发展环境好起来！

一年来，他们坚持以扫黑除恶斗争专
项行动开展为契机，狠抓社会治安和社会
综合治理，打造了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生活环境。

他们组织镇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
利用集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法制宣传
活动，营造“扫黑除恶”法治氛围。充分
利用电子显示屏、悬挂横幅、张贴通告
等，在各村大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内容。全镇累计发放宣传单 2万余份，
张贴标语 5000余幅，刷写墙标 120余幅，
大型喷绘3处。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充
分发动群众，强化线索摸排，实施精准打
击，彻底消除后患。

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全镇法治
化水平。他们坚持预防为主，注重民间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民事案件的妥善处理，
严防“民转刑”案件发生。重拳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严格依法办案，对黑恶势力犯
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坚持源头化治理，政治生态得到优
化。他们把扫黑除恶与综合治理相结合，
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与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结合起来，以有黑扫黑，有恶治恶、
无恶治乱为目标，铁腕治乱，有效遏制了
黑恶势力的滋生，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营

造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一年，产业结构调整成果显

著，群众钱袋鼓起来！

他们在原有万亩辣椒基地的基础上调
优结构，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产业结
构调整调出了富民新路子。镇领导班子先
后几次带领村民代表和种植大户到山东曹
县邵庄镇蔬菜种植基地学习蔬菜种植、冷
藏物流和外销渠道经验，结合观堂实际，
科学谋划蔬菜种植基地建设。

他们建成了“两个五百亩”蔬菜种植
基地，规划黄店、丁楼片区和徐楼、南
庄片区两个“五百亩”片区作为先行示
范区，重点发展大棚蔬菜产业。通过发
放《致群众的一封信》《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倡议书》和特色辣椒种植保险明白纸
等宣传资料，引导群众发展特色农业。
帮助菜农联系农业局、经作办技术人员
及辣椒种子销售商，现场对群众进行技
术指导。同时，积极动员椒农参加辣椒
保险，按照菜套椒、麦套椒和麦茬椒三
个保险种类进行参保，确保菜农“旱涝
保收”。目前，已形成以赵庄、南庄、徐
楼、丁楼、黄店和王起山 6 个村为辣椒
种植核心区，以 325 省道、郭谢路、观
谢路和观临路为线，其他 19个村全面铺
开的“点线面”格局。

镇党委书记王国涛说，下一步，观堂
镇党委、镇政府将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春耕
时节，把扩大辣椒种植规模作为当前一项
首要任务来抓，全力落实辣椒保险、农田
水利建设、新建冷库等惠农政策，强力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实实在在地增加农民增
收渠道，真正把辣椒产业做大做强。

撤乡建镇一周年 走进观堂看变化
文/图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本报讯（陈宝刚）清明节即将来临，为了倡导文明祭祀新
风尚，近日，白云街道办事处各社区在辖区内开展了以“移风
易俗、文明祭祀”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以追思先人、教育后人
为目的，让辖区居民转变观念，倡导健康环保的低碳生活理
念，引导居民树立文明祭祀新风尚。

社区干部向居民讲解文明祭祀的重要性，倡导居民采用敬
献鲜花、种植纪念树等低碳环保的方式祭祀先人，并建议居民
乘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去祭扫，既节能减排，又能
缓解交通拥堵。

宣传教育活动，激发了广大居民建设美好家园、创建文明
城市、构建清洁家园的热情，为保护大家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构
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白云街道办事处

倡导清明节文明祭祀

本报讯（谢 允）连日来，平原街道办事处紧盯创卫工作不走
神，在辖区内全方位开展排查和整改，拆除了一批违章建筑。

3月 28日，该办事处联合区城管局、平原公安分局，出动机
械车辆 3部，对教师新苑、烟厂家属院、锦绣路蔡庄背街小巷及
物业小区内私占公共用地的56处违规搭建进行依法强力拆除，
当日共清理物料垃圾 110车，释放公共空间 3400平方米。极大
地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该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对照标准要求压实责任，确保高效完成创
卫工作。

平原街道办事处

拆除私搭乱建助力创卫

本报讯（郑德新）春天是火险高发季节，为进一步杜绝辖
区消防安全隐患，3月28日上午，前进街道办事处主任赵修玉
带领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大型商场、小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
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到奥特莱斯、卡纳斯、金帝小区、爱琴海
（项目工地）等，认真听取相关单位负责人关于消防工作的汇
报，重点对各单位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楼梯口是
否堆放杂物，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值班人员
是否到位等情况进行检查，并现场对员工逃生技能掌握、安全
知识了解情况进行提问，了解各单位员工消防技能掌握的熟练
程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赵修玉要求各单位负责人
立即落实整改，并叮嘱各单位负责人要牢固树立消防安全主体
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监管与巡查，做到小心再小心、细致再
细致，确保不发生各类安全隐患。

前进街道办事处

盯紧安全生产不松劲

3月28日，在梁园区观堂镇文化广场上，素以“豫东红脸王”闻名遐迩的豫剧演员
刘忠河带领他的团队正在表演传统剧目《打金枝》。舞台下，观堂群众正在津津有味
地看大戏。

这天，是观堂镇撤乡建镇一周年的日子，撤乡建镇的一年时间里，观堂镇发生了
哪些变化？当天上午，记者走进观堂，探访过去365天的民生收获。

本报讯（孙景春 许成友）为加快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连日来，东风街道办事处干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卫生
大整治，确保创卫无死角。

东风街道办事处成立了工作领导组和办事处督察小组，明
确责任，落实到位，举一反三，全面推进创卫工作深入开展，对督
导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逐项逐条整改。

在亚翔社区，办事处主任高明贵要求，小区内陈旧性垃圾和
暴露性垃圾要及时清除干净，无卫生死角；虽然老旧小区基础条
件差，但要克服一切客观因素，对旱厕进行改造，达到创卫标准；
建立环境卫生日常保洁及垃圾清运的长效机制，为社区居民营
造一个干干净净、规范有序的生活环境。

亚翔社区按照办事处要求，立即组织人员对小区楼院内的
生活垃圾进行拉网式清理，做到无卫生死角。对小区内开放性
垃圾池全部进行拆除，楼院的垃圾通道全部封堵。社区干部上
阵，对小区内电线“蜘蛛网”现象进行整改，做到线路捆扎有序、
安全规范。该办事处联合城管部门，对辖区内旱厕进行拆除，保
证建成区无公共旱厕和户旱厕。

为进一步营造创卫工作氛围，该办事处还设立了创卫宣传
栏，调动群众参与性，使居民都能积极参与到创建国家卫生城这
项工作中。对辖区内拆迁工地开展专项整治，组织人员进行全
面覆盖，保证“下围挡上覆盖”标准要求。

东风街道办事处

开展卫生大整治
确保创卫无死角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5月 5日 10 时至
2019年5月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item.tao⁃
bao.com/sf_item/590574349799.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4.2aae3662U3Q4Bd，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永城市芒山路西东方大道南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
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宋法官
联系电话：15836408272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1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3 月 31 日，游客在解放办
事处孙楼梨园拍照。这片面积
4000多亩的梨园位于310农贸市
场北一公里105国道两侧。每年
此时，梨花开放，引来无数市民观
花赏景。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眼下，水池铺、观堂、王楼
等乡镇的 10 万亩辣椒正在打钵
育苗，为确保今年辣椒增产增收，
日前，区经济作物推广中心负责
人和市农业部门科技人员深入到
辣椒种植区开展送科技下乡。当
日，他们共接待群众咨询300余人
次，发放农技宣传彩页2万多份。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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