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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永奇 通讯
员 朱茂松）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共
享单车“走”进大街小巷，乱停乱放、
随意丢弃等现象频频发生。为解决
群众投诉及政协委员反馈的共享单
车乱停乱放挤占公共空间的问题，
连日来，上蔡县城市管理局坚持“情
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作
风在一线转变、形象在一线树立”的
工作原则，依托网格化信息采集处
置对共享单车管理乱象开展集中整
治，着力规范城区街面秩序，提升城

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同时，该局约
谈共享单车所属企业负责人，引导
其增加工作人员，加强对共享单车
的日常管理。

“现在，共享单车管理已纳入我
们的常态化管理。”上蔡县城市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持续加
强对共享单车企业投放运维的监
管，不断加强对乱停乱放车辆的治
理，确保共享单车在保障市民正常
出行的同时，不占用非机动车道，不
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③3

上蔡县城市管理局

集中整治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

本报讯 （记者 王朝朝 通讯
员 周鹏程）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汝
南县税务局以检验学习成效、营造
比学赶超良好氛围为目标，开展《意
见》学习知识竞赛。该局 10个党支
部30名党员干部参与。

此次竞赛分为初赛、决赛两部
分，以学习兴税、学习强国平台相关
学习资源为基础设置题目，全面检
验税务干部对《意见》学习成效。经

过激烈角逐，4 支队伍顺利会师决
赛。决赛分为必答、抢答、风险三个
环节。紧凑的赛程不仅是对参赛选
手心态的考验，更要求选手对《意
见》重点、要点有较强的把握。

该局通过以赛促学的形式，充分
调动了全局税务干部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帮助汝南税务人树立税收征
管改革主人翁意识。该局将持续推
动《意见》学习落实，深入挖掘学习新
形式，确保《意见》学习走心、走实，为
承接上级改革措施打牢根基。③3

汝南县税务局

以赛促学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 许 静 通讯员
孙晓平）近日，西平县柏苑街道多措
并举，积极做好“三秋”生产暨秸秆
禁烧工作。

该街道干部群众上下一心，把
“三秋”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合理布局，做好
人员分工。强化各项措施，人员组织
到位，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
营造不能点、不去点和不敢点的秸秆

禁烧氛围。切实做好源头管控，从源
头杜绝火灾隐患。加强网格化管理，
严防死守，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
股儿烟”。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
带头作用，积极带动广大群众做好秸
秆清运、粉碎还田工作。③3

柏苑街道

做好“三秋”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

眼下，正阳县大林镇的水稻陆续成熟，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稻谷，构成

一幅幅美好的丰收图景。2 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余 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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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市非法采砂问题
专项整治监督检查的公告

按照省纪委监委统一部署，经市
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从 2021年 9
月 1日至 10月 31日，在全市开展非
法采砂问题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整
治违法开采、非法盗采等问题；非法
采砂占用破坏耕地、林地、湿地，污染
破坏环境、垄断砂石市场价格等问
题；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直接或变相
参与非法采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
监管不严、失职失责，滥用职权、纵容
包庇等问题。欢迎社会各界、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举报，举报方式如下：

一、市纪委监委监督举报方式
1.举报电话：12388
2.举报网站：henan.12388.gov.

cn/zhumadian/
3.举报微信公众号：清风驻马店

4.来信请寄：驻马店市纪委监委
信访室（邮编：463000）

5.来访地址：驻马店市骏马路
与泰山路交叉口路东信访接待中
心 2楼

二、市直相关单位监督举报电话
市水利局 0396-2690694
市公安局 110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0396-2886123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0396-2611790
市林业局 0396-2814755
市生态环境局 12369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中共驻马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1年 9月 26日

近日，黄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在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的同时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和实践能力，大力提升“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水平。

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提
升服务地方产业能力。为进一步聚焦
地方产业，提高服务能力，该院选派教

授和博士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
技局等挂职锻炼；选派省级科技特派
员到上蔡县、平舆县等地企业进行为
期一年至三年的科技服务，培养了一
批经验丰富、教学能力突出的“双师
型”教师个体和“双师型”教学团队，实
现了校企合作的双赢。

积极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提升
校企双向交流水平。依托合作企业、

产教融合型企业，该院与企业建立校
企人员双向交流协作共同体，充分发
挥合作企业的项目引领作用，聘请企
业老总、项目经理、工程师带着项目进
课堂，同时选派教师到企业进行顶岗
培训，实现教师、企业员工角色互换。
近三年来，引进企业教师32人次，企业
项目68项，教师到企业轮岗28人次。

以 1＋X证书制度为牵引，全员开

展“双师双能”培训。为全面落实教师
五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对接1＋
X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需求，该院积极
探索适应职业技能培训要求的教师分
级培训模式，把国家职业标准、国家教
学标准、1＋X证书制度和相关标准纳
入教师培训的必修模块，培养了一批
具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能力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③3

坚持立德树人 锤炼双师双能
——黄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侧记

通讯员 段永建

日前，维和训练营地负责同志送
来写有“心系国防助力强军，情注军
营服务官兵”字样的锦旗，感谢驿城
区政府和市中业自来水有限公司为
维和训练营地官兵用水给予的倾力
帮助。

联合国维和部队是我国非常重要
的军事力量，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
使命，维和训练营地落到我市，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由于该项目位于驿
城区蚁蜂镇境内，不在市区供水管网
的覆盖范围，解决训练营地的用水问

题成为部队演习能否顺利举行的关键
环节。

为了解决维和训练营地的用水问
题，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协调会，
讨论确定从市区供水管网的最西端豫
南监狱附近，向西、向南新铺设一条通
往维和训练营地的供水专线。同时，将
维和训练营地60天内通水的重要任务
交给了市中业自来水有限公司。

接到任务后，市中业自来水有限
公司高度重视。驿城区委、区政府精
心组织，全力做好项目的规划设计与

组织施工。
为加快工程进度，全部管道铺设

工程分为 7 个作业面 160 人，于 2021
年 5月 12日开工建设。前期施工首要
任务就是趁汛期到来之前截断河流径
流，突击完成重点难点的岩石、河流段
的铺设。各施工队加班加点，不分昼
夜赶工期。同时，按规范设计要求，组
织专业队伍同步建设高标准二级泵
站，将自来水送到训练营地。

经过 60 天的艰苦奋战，全部供
水主管道的铺设任务圆满完成，一

次 性 调 试 运 行 成 功 并 顺 利 通 水 。
2021 年 7 月 12 日，市中业自来水有
限公司派出客服专员与维和训练营
地负责同志对接，提供用水服务和
泵房技术指导，全力做好维和训练
营地的供水保障工作。

“我们训练营地的通水，不仅保
证了维和实兵演习的正常开展，而
且极大方便了我们营地官兵今后的
用水。这为我们部队解决了用水难
题，太感谢你们了。”维和训练营地
相关负责人说。③3

昼夜奋战高效施工 心系国防助力强军
——市中业自来水有限公司服务维和训练营地纪实

记者 田 久

9月 30日傍晚，市体育中心环形体育场顶上的祖国万岁格外耀眼。2 记者 吴 波 摄

喜迎国庆喜迎国庆

汝南：重实干奋发有为 勇担当书写华章
记者 闫海峰 王朝朝

过去的五年，对于汝南县来说是
一把标尺，标注着发展高度；过去的五
年，对于汝南县来说也是一次跨越，见
证着发展速度。“十三五”期间，汝南县
上下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全面小康如
期实现，“十三五”规划总体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

综合实力实现重大跨越。该县
生产总值突破 254 亿元、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突破 10 亿元，分别是“十二
五”末的 1.6 倍、1.9 倍；人均生产总值
达 41568 元 ，是“ 十 二 五 ”末 的 1.7
倍。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
明县城、省级园林县城，圆满承办中
国农民电影节等国家部委级、省市级
现场会（推进会）20 个，电商消费扶
贫模式等一批汝南经验被国家和省
推广，安全生产、平安建设、信访稳定
等重点工作连续多年保持省、市先
进，汝南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显著
提升。

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该县

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 8.3 平方公里，
入驻企业 125 家，“百亿级”新能源电
动车产业持续壮大，成功晋级“一星
级产业集聚区”。保持全国产粮大
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蔬菜生
产大县称号，建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 1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达 28
个，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国家
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被命名为“中
国渔都”。

基础支撑能力更为坚实。该县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2%，累计实施
重点项目 217个，总投资 1079.2亿元，
完成投资 710.5 亿元。中心城区水系
治理一期完工，宿鸭湖清淤扩容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配套水厂等重大
工程扎实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光
纤入户率达 100%，5G 通信网络基本
实现城区全覆盖。

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该县新
建改建创业路、天中山路、湖滨大道等
16条城区道路，建成西湖公园等 17个

公 园、游 园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1.2%，绿地率达 36.3%，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15.87平方米。

改革开放取得明显成效。该县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持
续加快，行政审批事项大幅缩减。市
场主体增加 24062 户，较“十二五”末
增长45%。

民生福祉得到持续改善。该县每
年高质量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财政民
生支出累计达 170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例稳定在 80%以上。城镇
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较“十二五”末增长 36.5%、41.8%。教
育事业加快发展，累计新改扩建农村
中小学校 299 所，新建汝南县实验学

校、九小、汝宁学校，改扩建汝师附小
等城区学校 11所，增加学位 1.3万个，
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卫生健康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
升，县人民医院通过“二甲”评审，县第
二人民医院改扩建完成，紧密型医共
体建设有序推进，标准化村卫生室实
现全覆盖。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县文化馆、图书馆和 18个乡级分馆建
成投用，村级文化服务中心、“百姓文
化云”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全覆盖，

“两中心”建设经验被全省推广。社会
治理效能不断提高，连续5年被评为全
省信访工作先进县，成功创建全国法
治宣传教育先进县，安全生产总体稳
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③3

践行嘱托争出彩

1.凡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树
枝、枯草和其他生活垃圾等可燃物
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全市范围内
全年禁止焚烧可燃物，对故意纵火
焚烧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以拘
留、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2.大力实施玉米秸秆还田，积极

开展多渠道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3.市政府通过卫星监测、“蓝天

卫士”监测、督导督查和市县乡村组
网格化管理进行农村禁烧工作监
管，欢迎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农村禁
烧工作，积极举报焚烧可燃物的违
法行为。

举报电话：0396-2916515。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