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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人民检察院——
—

检察长调研潘河乡前坪村扶贫工作
近日，卢氏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郭煜到潘河乡前坪村看望慰问扶贫工
作队员，对前坪村扶贫工作进行调研。 该
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吕建国陪同调研。
当天下午，郭煜首先来到前坪村扶贫
工作队，看望慰问扶贫工作队队员和前坪
村村委班子成员，并带去了大米、方便面、
火腿肠、食用油等慰问品。 之后，郭煜与大
家进行了座谈，全面了解前坪村扶贫开发

工作进度，重点围绕加快前坪村脱贫攻坚
步伐进行了深入调研。
汤河乡共有 15 个深度贫困村， 占该
县深度贫困村总数的十分之一，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 2018 年以来，卢氏县检察院先
后派出 2 名科级干警作为前坪村扶贫工
作队队员，充实扶贫力量，支持扶贫开发。
郭煜在实地查看了前坪村的村组道
路建设、旅游开发建设情况，先后听取潘

河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 前坪村村委班 稳定增收；积极争取美丽乡村项目，因地
子、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关于前坪村扶贫 制宜建设休闲观光文化旅游性质的采摘
开发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的具体实施情 园、观光园和小农户作坊，开拓思路，在突
况汇报后强调， 要加快村级旅游产业建 出特色产业方面积极探索，帮助和带动贫
设，充分发掘与双龙湾景区一河之隔的地 困群众走上致富路。
郭煜高度赞扬了潘河乡党委政府、前
理环境优势， 尽快形成多样化旅游产业，
鼓励群众发展农家乐等形式，形成前坪村 坪村村委和扶贫工作队不畏困难、 敢于
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做好血参、连翘、无 “绝地反击、绝处逢生”的高度责任心和团
刺花椒等高效益种植业的建设，确保群众 结一致、真抓实干的拼搏精神。 （张诚）

层层传导压力 人人负起责任
卢氏县司法局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脱贫攻坚专场活动
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切实把全体司法行
政干警的思想统一到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上来，近日，卢氏县司法
局组织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万场
宣讲进基层” 脱贫攻坚专场宣讲
活动。 此次活动由该局党支部书
记、 局长祝小荣带领全体司法行
政干警， 共同学习脱贫攻坚相关
政策。 该局机关全体及 19 个基层
司法所负责人共 40 余人参加宣
讲会。
宣讲会上， 祝小荣首先带领
大家学习了“六改一增”及相关扶
贫政策；其次，对该局帮扶村——
—
官坡镇丰庄村的具体情况， 重点

不忘初心

围绕丰庄村贫困户的分布、 致贫
原因和目前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
进行讲解；最后，对下一步脱贫攻
坚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一要加大
政策支持。 要求包扶人员积极向
群众广泛宣传扶贫政策， 让群众
对脱贫充满信心。 二要做好技能
培训。 举办种植、养殖、劳动力输
出技能培训， 同时让富余劳力外
出务工或就地就近灵活就业，进
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三要强力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村
“五有六
通” 标准， 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 切实解决群众就医难、 上学
难、出行难等问题，丰富群众业余
文化生活。 四要稳妥实施产业项
目。 要巩固传统香菇产业，大力发

展核桃、连翘、黄花菜种植短效产
业，长短结合，积极发展中蜂新型
养殖业， 尽早谋划贫困户发展绿
色无公害山珍产业。 五要积极改
善人居环境。 大力实施“六改一
增”项目，加强沿途垃圾管理，完
善村规民约，改善户容户貌，打造
美丽乡村。
通过宣讲会的召开， 该局干
部职工和包扶责任人进一步掌握
了目前的扶贫现状， 在深入学习
该县推行的扶贫政策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了司法行政干警对脱贫
攻坚形势的认识， 使大家合成一
股劲，向同一个方向发力，在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展现司法行
政干警的责任和担当。 （张佳玉）

永葆廉洁 自觉接受监督

—卢氏县教体局多种形式掀起学习
——
《监察法》热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出台以来， 卢氏县教育系统在教
体局党委领导和县纪委监委驻教
体局纪检监察组的指导下， 通过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员学习、注
重以考促学、坚持学用结合，以多
种形式在该县教育系统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监察法》的热潮。
一是坚持以上率下， 丰富载
体形式。 按照活动要求，该局党委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打铁还须
自身硬的学习状态做好本次学习
的引领。 目前，该局党委共学习 3
次、讨论交流 5 次。 该县教育系统

各总支、支部、党小组利用主题党
日、“三会一课”、集中上党课等机
会进行学习， 同时利用身边事和
网上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二是加强监督指导， 丰富教
育内容。 该局党委要求各级党组
织负责人深入基层指导学习活
动， 推动学习活动由基层党组织
向一线教师全覆盖， 让所有教职
工懂法规、明戒惧，知敬畏、守底
线。 同时，组织全体人员参加网上
答题活动，以考促学。
三是活动形式灵活， 力求工
作实效。 该县教育系统各单位召

开学习宣传贯彻《监察法》专题会
议 80 余次，利用报刊栏、宣传栏、
电子显示屏等固定阵地发布 《监
察法》内容 110 余条，学习心得体
会 3000 余份；该县各级党组织利
用“三会一课”开展《监察法》专题
学习 200 余次，悬挂《监察法》内
容横幅 1600 余幅；该县教育系统
参与《监察法》答题活动 3400 人，
参加率为 98%；同时，充分发挥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优势，发布《监
察法》内容 30 余条，形成了学习
宣传贯彻《监察法》的浓厚氛围。
（韦玉红）

卢氏县教体局——
—

走村入户宣传各类学生资助政策
为进一步做好 2018 年暑假
和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 根据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的
《2018 年暑期和秋季学期学生资
助宣传方案》文件要求，结合卢氏
县工作实际，自 7 月 3 日起，该县
教体局学生资助中心组建了 19
个资助政策宣传队近 200 人，深
入全县 352 个行政村开展资助政
策宣传活动。
每到一个村子， 宣传队都会

联系该村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
委， 入户发放政策明白卡， 针对
2018 年有学生的预脱贫户档卡，
一方面重点查看教育政策是否落
实，不能享受政策的有无说明，并
统计预脱贫户学生受资助情况；
另一方面重点排查在外地就读的
从学前到大学的学生名单和受助
情况，进行政策宣讲，提醒他们及
时在就读学校提出资助申请 （一
般是 9 月份）。

“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通过 2018 年暑期
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的宣传，
让资助政策入村到户、进班上墙，
确保学生及其家长对当前学段的
资助政策“应知尽知”，真正实现
资助政策全覆盖，形成“人人知道
助学、 人人参与助学” 的良好氛
围， 推动卢氏县教育事业与经济
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韦玉红）

卢氏县纪委——
—

持续深入学习宣传《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卢氏县纪委监
委迅速响应、积极行动，在该县范围内开展了多层级、多角
度、多形式的学习宣传《监察法》活动，推动《监察法》进机关、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融入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和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 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遵法守
法、学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以上率下，学习对象全覆盖。 该县县委中心组将《监察
法》作为重点学习内容，该中心组成员发挥“头雁效应”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以上率下，做出示范；该县纪委监委各派驻
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派驻监督职能，督促各驻在单位把学习
《监察法》作为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制定学习计划，采取集
中学习、个人自学、撰写心得等方式深入开展学习活动，确保
学习取得成效；同时，该县还把学习《监察法》作为全县 287
个行政村“党员活动日”的重要内容，延伸到村组干部，确保
学习对象全覆盖、无盲区。
主题突出，宣传氛围更浓厚。 在广场、公园、商场、街道主
干道、 公交站点、 公路旁等醒目位置， 利用公共场所大型
LED 屏、标语、展板、电子屏、宣传栏等载体，开展主题统一、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监察法》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同
时，该县纪委监委还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到全县各乡（镇）
和部分行政村开展《监察法》宣讲活动，让基层群众了解《监
察法》， 了解监察委员会， 打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
最后一公里”。
线上线下，学习方式多样化。 集中购买有关书籍、收集整
理有关《监察法》的解读、问答、评论、图解等编印成学习资
料，在卢氏廉政网开设“学习国家《监察法》”专栏，以该县纪
委监委微信公众号“清风卢氏”为媒介，定期推送《监察法》相
关学习资料，对《监察法》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宣传
解读。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还组织党员、公职人员和普通群众
参加《监察法》有奖答题活动和知识测试，检验学习成果。
截至目前，该县共发放《监察法》学习资料 18033 份，组
织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635 次，举行知识测试 682 次，撰写学
习心得 4716 篇。
（郭强）

义马市园林处——
—

召开园林绿化
养护技术交流会
为进一步提高义马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水平，巩固提升
园林绿化建设成果，有效改善城市生态居住环境，义马市园
林处于 6 月底派两名业务骨干到商丘市参加了全省园林绿
化养护管理现场会， 观摩了商丘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情
况，与各地工作人员交流学习园林绿化管理经验。
日前，义马市园林处召开园林绿化养护技术交流会，就
如何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绿化常见病虫害的识别及防治、
常见绿篱花灌木的整形修剪、白蚁的防治等绿化养护实用技
术、绿化养护常识等问题进行分享学习。同时，针对养护过程
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探讨交流。
通过技术交流会，与会人员对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有
了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督促其在施肥、浇水、修剪、病虫防
治的每个环节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为提升园林城市品位作出
（赵丽萍）
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