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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丽娟） 突出抓好
产业扶贫、深入开展金融扶贫、持续做
好就业扶贫、认真抓好行业扶贫……近
日，召陵区召开 2018 年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部署 2018 年脱贫攻坚工作，动员全
区上下以决战决胜的勇气、久久为功的
韧劲，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持久战。

2018 年，召陵区脱贫攻坚工作主要
包括九个方面：一是突出抓好产业扶
贫。计划新建扶贫车间 16 个以上，提升
36 个产业基地建设水平，发挥10 个贫困
村光伏产业带动作用。二是深入开展金
融扶贫。通过“企贷企用、社贷社用、
户贷户用”等形式，扩大贫困金融服务
覆盖面，促进贫困户增收。三是持续做
好就业扶贫。充分发挥扶贫车间、合作
社、产业园区、就业基地扶贫带贫就业
功能作用，多方开发就业公益性岗位和

镇办保洁护绿、治安巡逻等扶贫公益性
岗位，支持培育更多的企业、农民合作
社和代加工点。四是认真抓好行业扶
贫。努力实现 18 个重点行业部门政策
落实全覆盖；切实加强教育扶贫，加
快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等政策对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全覆盖，扩大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坚持农村危
房改造标准，继续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五是着力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贫
困村提升工程，同步推进非贫困村基
础设施建设。六是加快解决重度贫困
人口问题。把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证办理在申领
自愿的原则下应办尽办，全面落实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七是壮大社会扶贫力量。持
续推进“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开
展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继续组织开展好

“周四扶贫日”和 2018 年全国“扶贫日”
等系列活动。八是提升精准识别基础信息
质量。健全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建立
村级脱贫责任组信息管理员队伍，提升精
准识别基础信息质量，完善数据质量达到
省定标准 100%。九是深入推进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大力发展以扶贫车间为
重点的村级集体经济，建立合理的利益扶
贫机制。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召陵区各单位将进一步认领责任，
做到“责上肩、活上手、人到位”。各个
层面将进一步履职尽责。各镇办牢记主

体责任，加强规划，统筹推进；帮扶单
位主要负责人和帮扶责任人扑下身子多
研究帮扶措施，多想推动工作落实的办
法，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更要当好帮扶
责任的坚强后盾；五个专项工作组充分
发挥作用，对各自业务范围内的工作，
统筹谋划，精心指导，动真碰硬，抓实
抓细；驻村第一书记、村干部等立足岗
位职责，充分发挥作用，通过大家齐心
协力抓落实，确保工作见实效。各级、
各部门将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对扶贫
领域存在的“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
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工作作风
不扎实等问题，全区扶贫干部将认真对
照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坚持把作
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贯穿脱贫攻坚全
过程，用作风转变的成果促进脱贫任务
的落实。

召陵区：脱贫攻坚再出发

■本报记者 左素莉
当女儿杏子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临

颍县巨陵镇周阁学校教师邰明娟已经开始
给她读书了。杏子出生后，邰明娟订阅了

《婴儿画报》、《嘟嘟熊画报》，并购买识图
卡片，只要有空闲，她就给襁褓中的女儿
读书，读得声情并茂、不亦乐乎。在邰明
娟的影响下，婆婆、丈夫没事儿时，也给
杏子读书或讲故事。

在休产假时，邰明娟无意中结识了
“红泥巴读书俱乐部”的阿甲老师。阿甲
老师给她推荐了很多适合孩子读的书，邰
明娟开始了大量买书、囤书生涯。很多书
籍让她这个当妈的人都爱不释手，书中可
爱的小动物占据了女儿心中的重要位置，
书香伴随孩子一天天成长。2011年，孩子
3 岁多的时候，邰明娟家已经囤了 500 多
本绘本。可是，邰明娟还是感觉家里书
少，就开了一个儿童图书馆，女儿杏子整

天都待在图书馆里，自己翻看绘本。邰明
娟与孩子一起共同阅读了大量绘本。

尽管杏子看了不少图画书，可邰明
娟却没发现杏子因为读书多有啥特别的
地方。2013 年，杏子 5 岁的时候，邰明
娟发现，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讲一两
遍后，杏子几乎能一字不差地复述下
来，并且经常自己编故事，会用很多这
个年龄段孩子不会运用的词汇，识字量
开始多起来。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读书，从阅读
中受益，邰明娟开始举办公益读书会。随
着读书会越来越有名气，临颍县图书馆在
开展幼儿阅读推广活动时找到邰明娟，与
她联合举办“周末有约”读书会。从2014
年3月8日开始，每周六举办一期，至今
已举办了100多期，邰明娟担任“故事妈
妈”，带领孩子诵读经典，为孩子讲故
事，受到广大幼儿及家长的好评。

在临颍县图书馆的支持下，邰明娟
先后在金色阳光幼儿园、临颍二高幼儿
园、红黄蓝亲子园举办了多场以“播撒
阅读的种子”为主题的幼儿绘本阅读讲
座，传播亲子阅读理念，推广绘本阅
读。2015 年元月，邰明娟和临颍县图书
馆联合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了“为阅读坚
持 21 天”网络公益读书活动，活动持续
90 天，先后有 100 多个家庭参与。这个
活动目前已举办三届，参加这个活动的

部分家长至今还坚持亲子阅读和写阅读
笔记。邰明娟还邀请出版社的儿童图书
编辑和幼教专家，利用 QQ 群进行图书
分享，推荐图书，针对亲子共读中各种
疑问提供专业的解答。2015 年 9 月，邰
明娟还举办周末公益活动“杏子妈微课
堂”，自费邀请国内知名的阅读推广人、
作家、育儿专家为临颍家长免费分享新
的阅读理念。在阅读推广的路上，邰明
娟越走越远。

书香伴孩子成长

本报讯（记者 张军亚） 4月
9 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宣讲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在郑
州举行。中央一号文件宣讲团成
员，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顾
朝曦带队宣讲。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蒋志安，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周学功，副市长吕娜和市直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漯河分会场
收听收看。

宣讲团成员对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
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出的新思想、新目标、新举措进
行了生动精彩的阐述。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结合起来，切实抓实抓好，奋
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报告
电视电话会举行
蒋志安等在漯河分会场收听收看

本报讯 （记者 蒿中刚 实习
生 赵昱淇） 4 月 9 日，市七届人
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交办会召
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喜
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平出
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
云华主持会议。

陈平指出，要提高认识，进
一步增强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的自觉性；要健全制度，进一步
强化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措

施；要加大督办力度，进一步提
高建议办理工作的时效。

高喜东表示，市政府将以更
高的站位、更严的责任、更细的
工作、更好的机制，把今年的人
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更实、更
有效，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会议举行了代表建议交办仪
式。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
人大代表共提出建议、批评、意
见336件。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代表建议交办会召开
高喜东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 4月
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新
鹤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我市
文明执勤情况进行督察。

周新鹤一行先后到郾城区、
西城区、源汇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召陵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实地察看。每到一处，周新鹤
都详细了解路口文明执勤和文明
劝导情况。

周新鹤指出，开展常态化文
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是为了进一
步深化“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
巩固“创文”成果，着力纠正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增强公民
的文明交通意识。各级、各部门
执勤人员要发挥带头作用，在执
勤过程中履职尽责，坚守岗位，
及时进行文明劝导，为广大市民
营造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

增强文明交通意识
营造文明出行氛围
周新鹤督察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情况

清明假期，金山路与龙江路交
叉口附近，游人在随意折花。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上接1版）
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在公共资源的配置
上，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让
农村生活像城市一样便捷。要加快农村公
路、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等基础设施

的提档升级，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促进公共教育资
源、新增医疗卫生资源、文化惠民工程等
向农村倾斜。持续改善社会保障，织密兜
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大力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
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要实现
乡村振兴，就必须传承好、创新好优秀文
化，推动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风淳
朴，让广大农村焕发文明新气象。要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创新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旗帜鲜明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
大办、抵制封建迷信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
用，倡导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推动移风
易俗。

让农民富起来

（上接1版）
去年以来，我市一次性取消、下放和

调整147项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规范82项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在全省率先启动
个体工商户登记制度改革，率先启动“双
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率先实
施三十五证合一，市政府各部门政务服务
系统、县区政务服务系统全部与市电子政
务平台和省平台联网运行……

为打造高效便捷、公开透明、全市
统一的村务、政务、司法、党务网上服
务平台，实现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最大
限度的公开和监督，我市按照线上与线
下融合、监督与便民一体的原则，建成

“阳光漯河网”，包括 1 个市级总站、51
个职能部门市直网站、8 个县 （区） 网
站、各乡 （镇、办） 分站和村级子站的
网络群。网站实现了村级所有权力事项

和市直 51 个单位 15245 项行政权力的全
部公示。

“阳光漯河”，让漯河政治
生态环境更加清朗

“‘阳光漯河’建设成效初显，得益
于从工作一开始，我们就遵循减少层次、
优化流程、提高效能、方便办事的原则，
编制了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图并公开，明
确了权力运行的方法步骤、时限要求与具
体边界，权力运行不再随心所欲、任性妄
为，步入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骁总
结说。

为贯彻落实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任正晓在漯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将“阳
光漯河”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的成熟经验，漯河市成立由市委书记任组
长的高规格领导小组，抽调 30 多名同志
组建办公室；制定阳光村务、阳光司法、
阳光政务、阳光党务建设、考核等标准，
对各级干部全员培训，在全市范围大力宣
传；半年之内，相继召开三次全市推进大
会、组织两次大型现场观摩活动；成立
市、县两级督导组，不间断开展明察暗
访，每周一通报、每月一点评。对动作不
迅速、措施不具体、整改不到位的，及时
约谈，限期纠正。

工作推进过程中，各级、各部门大胆
探索创新，闯出了不少新路——

临颍县把村级会议记录、财务凭证等
原始资料直接晒在“阳光漯河网”上，并
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建立公开预警系统；召
陵区通过网络视频实时监控“阳光村务”
工作流程，将中层岗位监督和网络效能监

察纳入建设范围；郾城区实施“411”工
程，具体细化乡村治理 10 个关键岗位工
作职责；源汇区致力打造智慧监督模
式……

出实招，见实效。“阳光漯河”让各
级、各部门的职责权力全面公开“晾
晒”，各级干部的岗位权力被全面监督，
极大地推动了干部作风转变，营造了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心
里的负担减小了，尤其是不再为化解矛盾
纠纷、阻止群众上访犯愁了，真正可以集
中精力、心无旁骛抓发展、办实事了。如
今漯河的现状是，群众明白了、干部收敛
了，群众理解了、干部轻松了，气顺了、
心齐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
强了。伴随着“阳光漯河”建设，漯河的
全面从严治党逐步走上了清单化、项目
化、具体化的轨道。

公开透明带来新风正气

根据房
屋产权人王

炳堂的申请，登记在漯河市金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名下的土地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落：辽河路
金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号楼301室，用途：城镇
住宅用地，类型：出让，面积：25.2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
审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请，逾期没有提出异
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4月10日

公 告
漯不动产登公（2018）第165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李方
方的申请，登记在漯河昌建
地产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
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
地坐落：漯河昌建地产有限
公 司 C01 号 楼 405 室 ，用
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出
让，面积：24.71平方米。我
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
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书
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请，
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
心将注销原证书，并办理补
发手续。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4月10日

根据房屋产
权人的申请，下列

房屋权属证书遗失，现声明挂失。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中心将根
据申请人申请，注销原证，补发不动产权证。

权利人 房屋坐落 证号 面积（m2）

胡 杰 高新区珠江路 0101031970 96.09

漯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4月10日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5月15日10时至5月16日10时，在淘

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人民路新天地
金街龙街G座26幢207号、208号房产，房产证号：漯房权证
源汇区字第2014012177号、2014012178号。有意竞买者请登
录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
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0日

我行定于2018年4月18日9时整，
在本行会议室公开拍卖光明路市场（起

拍价63862元）、受降路市场大棚（起拍价5000元）拆除权，要求
具有相关高空作业资质等，保证金及拆除安全保证金 30 万
元。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4月17日16时30分前携有效证
件和保证金来我行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及电话：市财政局东三楼 3129911 3169922
展示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漯河市拍卖行 2018年4月10日

注销公告
漯河市浚涛纺织品有限公司经公司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张伟杰、王永红、张蔚组成，
请债权人于2018年4月10日（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510403168
漯河市浚涛纺织品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0日

注销公告
根据《漯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漯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漯
编［2016］154号）文件要求，漯河市食品安全监督支队
已于2016年12月13日撤销，现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8年3月13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漯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10日

注销公告
漯河市登高泵业有限公司经公司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曹月琴、张桂娥、李
群英组成，请债权人于2018年4月10日（公司发布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939588803
漯河市登高泵业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0日

注销公告
漯河冰王储运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介培军、袁天旺、孙
海英组成，请债权人于2018年4月10日（公司发布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8639999769
漯河冰王储运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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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民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
号：4100249317）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I410686334，姓名为王
奥一，出生日期为2008年8月2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
废。
●郾城区李集乡全安养殖场开户
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开瑞律师事务所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040001019701）丢
失，声明作废。
●舞阳县隆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丢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代 码 ：4100152320，号 码 ：

10485084），声明作废。
●漯河市中南化工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111002200547）丢失，
声明作废。
●漯河市盛和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11102000011218）丢失，声明作
废。
●孟祥培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
号：4111040030106002760）丢失，
声明作废。
●郭明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
号：4100264814）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G410013578，姓名为王
海伦，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27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

废。
●舞阳县恒发木业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11121622692740）丢
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同辉公路养护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11100786245105N）
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经济开发区美明电料商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040001056901）丢 失 ，声 明 作
废。
●漯河市友和道通快运服务有限
公司舞阳县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121MA40F0G753）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日前，源汇区人防办精心
准备，开好组织生活会，认真剖析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牛乐 陈紫涵

●近日，源汇区发改委开展
医药价格检查，扎实做好新形势
下医药价格监管工作。 杨 辰

●日前，源汇区顺河街街道
人工委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关注
辖区诊所现状”活动。 梁三阁

●近日，源汇区卫计委召开
2018 年“亮剑一春雷行动”动员
会。 张 莉

●近日，源汇区文化旅游局
举办第二十六期广场舞培训班，
对全区文艺骨干进行培训。 张 玉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