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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安尹庄” 保“尹庄平安”
—灵宝市尹庄镇平安建设显成效
——
本 报 讯 （时 报 驻 灵 宝 记 者
梁峰 特约撰稿 张金佩） 灵宝市
尹庄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三
门峡市关于开展平安建设安排部
署，以平安建设统揽全局，以构建
“平安尹庄”为目标，以落实综治措
施为重点，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
主”， 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效工作
机制，有力推动了尹庄镇向平安和
谐社会迈进的步伐。
明确目标，全面启动“平安尹
庄”建设工作。 该镇党委将开展平
安建设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
划的重要内容，作为巩固综治成果
的重要手段和构建开放、 诚信、和
谐、平安尹庄的重要保证，2018 年
初印发了《关于建设“平安尹庄”的
实施意见》， 对平安建设进行了安
排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党
委政府切实负总责，充分发挥统揽
全局作用；二是综治办要认真履行

灵宝市食药监局——
—

职责，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三是 和载体加强平安创建宣传。 镇、村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责，充分发挥齐 两级建立起了法制宣讲员骨干队
抓共管作用； 四是深入宣传动员， 伍，采取以会代训方式对普法宣传
员进行了各种法制培训学习。 今年
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平安建设。
加强领导，强化平安创建组织 开展“法律服务进村”活动 19 次，
领导工作。 为推动平安尹庄创建工 “法律服务进校园”活动 2 次，举办
作扎实有效开展，该镇党委成立了 法制报告会 3 场，使该镇在校学生
创建“平安尹庄”工作领导小组，负 受 到 法 制 教 育 ， 受 教 育 面 达
责该镇平安建设的组织指挥、督促 100%。 二是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
检查和综合协调等工作。 严格落实 平安建设格局。 该镇政府收回政府
部门和单位责任制， 按照属地管 8 间出租门面房 （原出租给商户，
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经 年房租收入 20 余万元），累计投资
营谁负责的原则，层层分解目标任 60 余万元建成镇综治中心， 开设
务， 将平安建设的责任落实到基 劳动保障、林业、民政、信访、司法
层，落实到部门、单位，落实到责任 等 5 个服务窗口，配备专职副主任
人，有效地推动了平安建设活动的 2 名，专职服务人员 12 名。 三是克
开展。 各成员单位和行政村也积极 服困难加大平安建设经费保障力
行动， 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 度。 在该镇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动员工作，确保 下，2018 年初镇人民政府安排落
该镇平安建设顺利启动。
实了专项经费，并将政法综治经费
强化措施，切实抓好平安创建 预算安排到位，从财力、物力上帮
各项工作落实。 一是采取多种形式 助解决平安建设经费的投入。

加大监督抽检力度
保障节日食品安全
本报讯 （时报驻灵宝记者 梁峰 特约撰稿
潘文登）为保证春节和“两会”期间人民群众饮食
安全，灵宝市食药监局按照年度抽检计划，结合节
日消费特点，围绕大型超市、批发市场、节日聚集
活动场所及年夜饭供餐饭店等重点单位和重点品
种，扎实开展食品抽检工作。
此次抽检共 26 批次， 其中流通环节 13 批
次，涉及米、食用油、面制品、饮料、调料、冷冻冷
餐、蔬菜制品、糕点、炒货、蜜饯等；餐饮环节 13
批次，其中煎炸油 3 批次，生面团 4 批次，自制肉
制品 3 批次，自制调料 2 批次，一次性火锅底料 1
批次。

省食药监局验收
灵宝市示范化食药监所创建工作
本报讯 （时 报 驻 灵 宝 记 者
梁峰）近日，河南省食药监局科技
装备处副处长刘戈一行到灵宝市
验收示范化食药监所创建工作。 三
门峡市食药监局副调研员宋冠军，
灵宝市食药监局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黄晓伟等陪同。
验收组一行先后来到该市川

口食药监所、涧东食药监所和豫灵
食药监所，严格对照省局《乡镇（街
道）派出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创建
验收标准》，从人员保障、办公场所
面积、执法装备、标志标识、执法工
作五个方面，对灵宝市示范化食药
监所创建工作进行考核验收。
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查看和查

阅档案等形式，验收组对灵宝市规
范化基层食药监所示范创建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灵宝市基层
食药监所硬件设施达标、执法装备
到位，示范创建扎实有力，成效明
显。 下一步要继续加强执法人员培
训，更好发挥快检设备作用，力争
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

日前，灵宝市大王镇梨园村村干部们为该村
60 岁以上老人、贫困户、老党员发放鲜鸡蛋、食用
油、慰问金等贺岁礼品。 据了解，当天共为 387 位
60 岁以上老人、5 户贫困户、15 位 60 岁以上老党
员发放了礼品，礼品金额总计 2.3 万元。 图为礼品
（李亚苗 摄影报道）
发放现场

灵宝市焦村镇——
—

支部书记讲党课
本报讯 （时 报 驻 灵 宝 记 者
梁峰 特约撰稿 张晓珊） 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提高认识、落实行动，确保十
九大精神在灵宝市焦村镇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近日，该镇强力动
员、精心组织，在该镇范围内开展
了“
支部书记讲党课”竞赛活动。

以赛促学谋发展

此次竞赛以“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为主题，题目由各参赛者自
选，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
度、会场效果及脱稿情况 5 个方面
进行评分， 分预赛和决赛两场进
行。
预赛共有 38 个村党支部书记
和镇直镇办 10 个党支部书记参

加，选出 4 名村支部书记和 2 名镇
直镇办支部书记进入决赛。 决赛
中，6 名选手紧紧围绕十九大报告
内容，结合自身的学习思考和基层
实践， 为与会人员带来了特色鲜
明、内涵丰富的党课。 经过激烈角
逐，最后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灵宝市涧东区——
—

开展走访慰问 为计生困难家庭送温暖
本报讯 （时 报 驻 灵 宝 记 者
梁峰）春节将至，近日，灵宝市涧东
区管委会开展了计生困难家庭送
温暖活动， 共慰问特别扶助家庭
11 户、计生困难家庭 5 户，为他们

送上米、 面、 油等慰问品及现金
200 元。 慰问人员了解他们近期的
生活及身体状况，嘱咐他们有困难
及时反映，同时鼓励他们要勇敢面
对困难，振作生活的勇气。

此次走访慰问充分体现了政
府对失独群体及困难家庭的真切
关怀，营造了良好的帮扶助困的社
会环境。

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确保
灵宝市阳店镇人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
节，近日，该镇组织安环办、综治办、经济办、派出
所、电管所、工商所等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对辖
区内超市、冷库、面粉厂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增
强了居民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辖区居民的安全素
质。
（彭红勇）
近日，灵宝市农业畜牧局班子成员分成四组
到离退休老干部家中进行慰问，为老干部送去新
年慰问品，并感谢他们为农牧业的发展作出的贡
献。 该局领导与老干部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
老干部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以及生活上存在的
困难，并认真听取老干部对农牧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梁峰）
春节临近，为确保党员干部廉洁过节，三门峡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将传统的廉政教育与
新媒体有机结合，抓细、抓实节前廉政教育，织密
廉政防腐网。 该镇在讲廉政党课、做廉政承诺、发
送廉政家书、开展廉政谈话等传统廉政教育的基
础上，利用
“
枣乡大王”微信公众号、“大美大王”微
信群等发布廉政题材内容，大大增强了廉政教育
效果，受到了该镇干群的一致认可。
（李亚苗 刘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