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7 月17 日星期一

合02
信阳
·综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首席编辑：盖威创意： 金霞质检： 尚青云

联合查处跨区域违法行为
·大
鄂豫皖三省“扫黄打非
别山工程”在我市启动
信阳消息（ 记者胡瑜珊）7 月16
日， 鄂豫皖“ 扫黄打非
别山工程” 启
·大
动仪式在市行政中心举行， 标志着鄂豫
·大
皖三省“扫黄打非
别山工程” 区域联
防协作机制正式建立。 三省将建立情报
共享、 案件协查、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
动、 工作联动等机制， 联合查处跨区域
违法行为， 打击犯罪活动， 维护区域政
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 文化、 社
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反非法和
违禁出版物司协调联络处处长车壮丽
出席会议并讲话。 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党组书记、 局长、 省“ 扫黄打非” 工作
小组副组长张良成，安徽省“ 扫黄打非”
办公室主任李国兵，河南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党组书记、 局长、 省“ 扫黄打非” 工
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宏伟等和我市领
导乔新江、曹新博出席启动仪式。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乔新
江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向出席启动仪式的各位领导和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信阳新闻出版事业
与“ 扫黄打非” 工作的各位来宾表示欢
迎与感谢。 他说，信阳是个美丽的地方，
信阳之美，美在山水、美在文化、 美在茶

香、美在便捷、美在和谐、 美在前景。 此
别山工程” 在我
次鄂豫皖“扫黄打非
·大
市启动， 这是对信阳的信任与支持、 鞭
·大
策与鼓励。 建立鄂豫皖“扫黄打非
别
山工程” 区域联防协作机制， 既是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重要论述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具体实
践，也是贯彻落实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规划的具体行动， 必将对鄂豫皖三
省维护区域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促进
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近年来， 信阳高度重视“ 扫黄打
非” 工作， 强措施、 严执法、 建机制，“ 扫
黄打非”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我们将
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 持续强化问题
导向、 持续强化责任担当、 持续强化联
防协作，坚决把“扫黄打非” 各项工作做
实做细做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李宏伟在致辞中说，“ 扫黄打非” 工
作事关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大局。 近年
来， 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扫黄打
非” 工作小组的各项指示， 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在“扫黄打非”领域开展了一系列

重大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启动仪
式的举行， 标志着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在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的领导下， 建
立起了联防协作机制， 这个机制的建立
为三省提供了信息交流、案件协办、互通
有无很好的契机和平台。 河南省一定会
认真履行发起方和成员省的职责作用，
牵好头、服好务，为三省深入开展“ 扫黄
·大
别山工程”作出应有的贡献。
打非
车壮丽在致辞中对鄂豫皖“ 扫黄打
非
别山工程”启动表示祝贺。 她说，
·大
·大
鄂豫皖“ 扫黄打非
别山工程” 是建
立在五大联防协作工程基础上的第五
个小区域的联防协作机制。 联防协作
机制的建立是河南省“ 扫黄打非” 办公
室积极担当、 勇于作为的表现， 也是湖
北、 安徽“ 扫黄打非” 办公室互助合作、
共谋发展的重要成果。
就推进鄂豫皖“ 扫黄打非
别山
·大
工程”，车壮丽强调，一要服务大局。 作
为五大联防协作工程平台下的区域协
作， 要服务于大平台和新任务， 紧紧把
握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一主线，
坚持专项治理与综合治理相结合， 坚持
集中行动与日常监管相结合， 坚持依法
管理与教育引导相结合， 坚持网下清查

与网上净化相结合， 抓好区域范围内的
扫黄打非”任务的落实， 服务好为党的
十九大召开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
境大局。 二要明确重点。 要清源，清除各
类制作传播非法出版物的源头；要节流，
把住印刷出版物的物流环节；要净化，确
保市场清洁。 三要精准施策。 要有效落实
监管措施，突出强化案件查处，坚决做到
绝不允许政治性有害出版物线上线下传
播销售、 绝不允许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在
区域内印刷出版、 绝不允许重点敏感人
员相互串联编辑出版政治性有害出版
物，坚决查处淫秽色情和低俗出版物、坚
决查处侵权盗版活动、 坚决打击假媒体
假记者假记者站违法犯罪活动。 四要抓
好延伸。 要向基层向行业管理末端延伸，
突出重点区域，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等
机构的作用， 找准工作着力点， 将基层
黄打非”工作抓细抓实。
“扫
张
良
成
国
兵
也
分
别
在
仪
式
上
致
辞
、李
。
仪式最后，湖北、 安徽、 河南三省代
·大
别山
表共同签署《鄂豫皖“扫黄打非
工程” 联防协作协议书》。 协议书签署
后，车壮丽、张良成、李国兵、 李宏伟、 乔
·大
别
新江共同按动鄂豫皖“ 扫黄打非
山工程”启动球，工程正式启动。
“

砥砺奋进的

脱贫攻坚蹲点见闻

陈明光的“舍与得”
本报记者李海
泥路修到家门口， 闲置
“水
多年的渠塘翻整一新， 老旧茶园
换了新苗， 你看， 我们这哪儿是
贫困村，分明就是美丽乡村嘛！ ”
昨日， 在光山县凉亭乡石盘冲村
兴发水产养殖合作社的鱼塘前，
合作社理事长官端贵说起村里
这几年的变化感慨万千， “ 多亏
了陈书记啊！ 要不是他的‘ 舍’，
何来村里的‘得’！ ”
书记2001 年当上村党
“陈
支部书记时才35 岁， 上任第一
件事就是建强班子， 年富力强、
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被吸收到村
党支部。 ”村支部委员胡道胜说，
那时村两委干部年龄普遍偏大、
文化程度偏低， 对于新政策和村
务工作的新要求、 新标准在理解
和执行上都有些吃力。
“舍
掉” 亲情、 友情的陈明
光， 得到了一个精干的村两委班
子。 有了80 后、 返乡大学生等
“新
鲜血液” 的注入， 村里的工作
立刻有了起色： 制定村产业发展
规划、 创办合作社、 完善信访工
作机制……
县直各单位的领导， 到
“从
在外创业成功的老板， 只要是在
乡里、 村里工作过或是本地人，
陈书记都去拜访过， 想让他们支
持一下村里的建设。 ” 包村乡干

部宋承继说， 无论是修路、 通水
电、 改造茶园， 还是给贫困户办
贷款、 办低保， 只要能争取的扶
贫项目和资金， 他都能比周边的
村优先争取到。
私济公’ 在陈书记身上
“‘ 假
也是常事。 ”宋承继回忆道，前些
年村里经费紧张， 陈明光为了给
村里修水泥路， 多次到县相关部
门申请修路扶贫款， 路费和住宿
费都是他背着老婆从家里存款中
拿”的。
“偷
可真‘难缠’啊！ ”已退休
“他
的光山县交通局原局长张宗全曾
任凉亭乡党委书记，忆及往事，他
打趣道：“明光和我因工作关系是
老朋友了， 一开口不是要修路的
专项资金就是要项目。 要不是他
这股子钻劲儿， 石盘冲村村民组
通水泥路至少晚上两年。 ”
多年来， 他舍弃了陪伴家人
的时间， 舍弃了当村干部前经营
建筑生意的大好“ 钱程”， 却得到
了全村的“ 旧貌换新颜”， 得到了
村民和脱贫户的一张张笑脸……
在陈明光的笔记本扉页上
有一首名为《 村官》 的打油诗， 他
时常以此勉励自己： 说你是官不
是官， 能撑百姓一片天。 张家李
家要致富， 全靠你把红线牵。 说
你非官亦是官， 昂首阔步走在
前。 “ 三农梦” 是“ 中国梦”， 当好
村民“领头雁”。

捐服装献爱心

河工商
服务经济发展 彰显工商作为

，市
工商局河工商分局扶贫
7月
12 日
工作队来到河港夏家冲村，对帮扶的16 户
贫困户分别入户查档，核对第二季度收入和
五保、低保资金的发放情况，并为每户送去
夏、秋季服装10 余套。 图为工作人员在整理
徐飞摄
捐赠服装。

提高管理水平

我市召开数字化城市管理县级平台培训会
信阳消息（ 马涛）7 月14 日， 信阳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县级平台建设培训
会在市城市管理局三楼会议室举行。 培
训会邀请了国家黄委会信息中心主任、
教授级高工马浩录， 河南颍川县数字化
城管负责人李贯芳、 北京政通科级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龚闻三位专家就数

字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现场培训， 旨在
通过此次培训， 我市各县区参训人员深
入了解了数字化城管指挥平台的各项应
用功能， 建设中的注意事项和可能遇到
的瓶颈， 从而加快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
平台的建设进度， 提高城市管理工作整
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