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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新新闻超市流动不流失 离家不离党

正阳县创新机制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 刘付明 通讯员
王 翔）连日来，平舆县杨埠镇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当好监督员、宣传
员、战斗员，不断提升乡村颜值。

当好监督员。该镇采取党委领导、
支部推动、党员带动、党群互动的“党
建+”工作模式，构建全覆盖立体网格，
严格实行日常督查和考核。

当好宣传员。该镇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 LED显示屏、广播、横幅等，宣传
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内容。

当好战斗员。该镇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村民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此外，强化集
镇管理，对店外经营、乱搭乱建行为保
持高压态势。至目前，执法大队累计整
治店外经营 90多户，清理商户门前乱
堆乱放 160 处，发放文明创建倡议书
1000多份。③5

杨埠镇

当好“三大员”乡村展新颜

本报讯 （记者 邓丹华 通讯
员 杨明华）“这次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档卡资料大
比武，我们虽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
成绩，但在数据信息的精准度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明天我们就集中
力量抓整改！”7月 29日，获得大比
武一等奖的汝南县常兴镇大王庄村
党支部书记付爱军说。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促进档卡资料规范化，
常兴镇研究制订档卡资料大比武活
动实施方案，内容涵盖责任落实、问
题整改、防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收入采集、驻村
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管理、公益
岗位管理、宣传报道、归档整理等，
实行百分量化评比，开展档卡提升

大比武活动。
为确保大比武活动的真实性，

该镇将档卡资料分为 5 个部分，邀
请县乡村振兴局 5名专业人员当裁
判，现场评分、汇总分值。通过一天
的评比，大王庄、崔屯 2个村获得一
等奖，冯楼、西王庄 2个村获得二等
奖，曾庄、许屯、老湾 3个村获得三
等奖，并分获 1000元、800元和 500
元的现金奖励。

“ 档 卡 资 料 大 比 武 评 出 了 差
距、比出了动力。我们将组织全镇
帮扶责任人利用双休日时间，开展
遍访脱贫户和‘三类监测户’活动，
全面核实数据信息，规范填写表
格，切实提升档卡质量，确保各类
数据资料准确无误。”该镇主要负
责人表示。③5

常兴镇

档卡资料规范提升动真格

本报讯 （记者 苏 凯 通讯员
陈 梁）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倡导文明行为，建设文明幸
福的韩集镇，8月 2日，新蔡县韩集
镇组织开展集中学习《驻马店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暨全民知识竞答
活动。该镇班子成员、包村干部、驻
村工作队等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该镇分管领导领学
了《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着重对车辆乱停乱放、公共卫生环
境整治等重点治理不文明行为进行
详细解读，教育引导大家自觉遵守
文明行为相关规定。同时，大家在

“咱的驻马店”APP中参与“学条例

促文明 树新风”文明行为条例全民
知识竞答活动。

该镇负责同志表示，要强化宣
传，积极开展《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宣传活动，认真分析研究当
前在落实《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
题，对照标准找差距、对照任务补短
板，全力以赴推进创建文明乡镇的
深入开展。要强化实践，继续加大工
作力度，坚持严格执法、源头治理、
协同共治、广辟渠道，从严查处各类
不文明行为，进一步提高不文明行
为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实际
行动促进乡镇文明建设。③5

韩集镇

倡导文明行为 促进文明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孙 浩）近年来，正阳县创新探索流动
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机制，着力破解流
动党员去向难掌握、活动难开展、作用
难发挥、责任难落实等问题，切实做到
流动不流失、离家不离党。

摸清底数，实行动态管理。结合基
层党建网格化管理制度，网格员在辖
区进行入户走访时，对流动党员的具
体情况登记造册。基层党组织根据登
记信息进行调查核实，逐一建档立卡，
并及时补充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台账，
实行动态管理，切实做到流动党员底

数清、情况明，为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完善机制，加强指导服务。该县结
合无职党员“一编三定”制度，在村（社
区）设立流动党员服务岗，专人跟进做
好管理服务工作。同时，严格落实组织
关系介绍信回执制度，1个月内没有收
到回执的基层党组织主动与转出党员
对接联系，对组织关系转接中存在实
际困难的给予指导帮助，并与转入地
党组织沟通，共同做好流动党员组织
关系转接工作，使流动党员及时纳入
组织管理。近 3年来，该县累计帮助流

动党员转接组织关系560多人次。
健全组织，打造党员之家。该县在

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广州、深圳等地成
立流动党支部，由富有责任感、号召力
强的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吸纳本县流
动党员加入党组织，并通过定期座谈交
流等形式，实现就业、致富、技术及经验
等信息共享服务。正阳县于 2019年在
广州市天河区建立了正阳籍务工人员
党支部（隶属于天河区沙河街道），目前
已累计吸纳党员92人，提供务工就业服
务 1.5万余人次，被在当地务工的党员
亲切地称为流动党员之家。

沟通引导，发挥党员作用。该县利
用每年春节流动党员集中返乡的节
点，采取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学党章党规党纪、深入谈心
谈话等活动，重点加强党员权利义务
规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性修养锤
炼、党纪观念等方面的教育指导，切实
加强党员联系党组织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同时，充分发挥流动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积极引导事业有成的流动党
员把专业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模式带
回家乡，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周边群众
创业致富。③5

近日，泌阳县举行简单而热

烈的欢送仪式，以最高礼遇、最崇

高敬意欢送援泌医护人员和广大

志愿者返程。疫情发生以来，省、

市医疗专家，兄弟县医护人员、流

调人员火速驰援，与泌阳县广大

干群一起，用实际行动筑牢疫情

防控安全防线。⑥5

记者 徐 明 通讯员 李 升
摄影报道

时下，在西平县柏亭街道席赵行政
村陈岗自然村，西平县明伟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的200多亩玫瑰花开正盛。

近日，记者慕名走进该合作社。在
玫瑰基地，村民正在美丽的花海中采摘
玫瑰。在玫瑰展厅，整齐摆放的玫瑰花
茶、玫瑰酱、玫瑰酒等产品琳琅满目。

“我们 2018年开始种植玫瑰，当时
仅靠村民自发种植、销售，亩均效益不
理想。”西平县明伟种植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刘伟对记者说，靠着不气馁的闯
劲、干劲和韧劲，他一心扑在本村玫瑰
特色产业发展上，并依托玫瑰种植，努
力打造集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条，带动当地群众致富。

据刘伟介绍，合作社经过创新发
展，效益不断提升。在原来种植的基础
上，2020 年，他又流转了 100 亩土地，
扩大玫瑰种植规模，并带动村里群众发
展玫瑰种植 60多亩，把美丽花海做成

了美丽经济。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玫瑰花海里，一

簇簇、一株株玫瑰花争奇斗艳、芳香四
溢。前来游玩的市民边游玩边拍照，玩
得不亦乐乎。

“干活不累，每天还能带着一身香气
回家，可开心了。”正在田里采摘玫瑰花
的郭社英笑着告诉记者，她今年 65岁
了，一直在这里务工，每天可以收入五六
十元。现在，村里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村
民在这里干活。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在
家门口打工挣钱，还不耽误照顾家。”

记者看到，玫瑰田里还散养着鸡、
鸭、鹅等家禽，实现了自给自足、生态环
保、循环利用的生态模式。

“我们将以‘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并进行
全方位的产品开发，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致富，让玫瑰更娇艳，让生活更甜美。”
谈及未来，刘伟信心满满。③5

日前，上蔡县委宣传部组织县文联、县音乐家协会，到县人武部联合开

展“军民鱼水一家亲 喜迎党的二十大”音乐会。探亲休假的解放军某部现役

女兵孟欣登台献艺，与家乡音乐达人共同奏响强军兴军曲。⑥5

记者 刘永奇 摄

8 月 1 日，确山县开展《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集中宣传活动。活

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悬挂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宣传展板等方式，向过往

群众宣传讲解《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内容，号召广大群众讲文明、

树新风。⑥5

记者 熊国森 通讯员 陈 昊 摄影报道

玫瑰花开出甜美新生活
记者 许 静 文/图

致敬英雄

感恩逆行

本报讯 （记者 张新义 通讯员
王云飞）近日，确山县双河镇纪委联
合镇农业服务中心成立督导考核专
班，对全镇所有自然村人居环境整治
成效进行验收。

周密部署，统筹推进。成立以纪
委书记为组长的督导考核专班，统一

考核标准，细化考核流程，按照时间
表每天开展督导验收。

对标对表，现场督查。依据考核
方案进行现场督查、评比打分，将发
现的问题进行汇总，督促各村建立问
题台账，逐一整改。

创新机制，奖罚分明。实行奖罚
机制，对考评分数在 85 分以上的自
然村，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奖励；
对考评分数低于 85 分的自然村，按
照一定比例扣除村级经费，以奖罚机
制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提质增效。③5

双河镇

精准督导擦亮美丽乡村底色

本报讯 （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连鹏举）为进一步打造干净宜居的生
活环境，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连
日来，遂平县玉山镇结合实际，突出
重点，以点带面，凝心聚力持续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提前谋划布局。该镇高度重视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多次召开会议部署
内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层层落实
责任，动员党员、志愿者、群众齐参
与，确保人居环境整治“量”和“质”双
提升。

加强宣传引导。该镇紧紧围绕
全域发动、干群联动、齐抓共治的工

作思路，充分利用微信群、墙体画、
横幅标语、宣传栏、大喇叭等向群众
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最美家庭”“五美庭院”系列评选活
动，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
生活理念。

紧盯整治目标。该镇紧盯人居环
境整治重点、难点问题，对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房前屋后、村内公共场所
等区域进行全面整治。同时，充分发
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网格
员、志愿者、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参
与整治行动，形成了支部引领、党员
先行、干群联动的工作格局。

玉山镇将继续在人居环境整治
上下功夫，凝聚多方力量，形成工作
合力，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切
实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向更深层
次迈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助力乡村振兴。③5

玉山镇

人居环境整治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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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采摘玫瑰花。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