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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县委组织部组织各乡镇观摩
东风路街道党建工作
东风路街道精心打造 8 个村党群服务中心
本报讯 近日，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李书彬带队对东风路街
道“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观摩，各乡镇（街
道）党委副书记、组织部相关科
室领导参加观摩。东风路 街 道
党 工 委 副 书 记 、办 事 处 主 任

李军强陪同。
县委组织部“逐村观摩、整
乡推进”工作开展以来，东风路
街道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建立
“党工委书记统筹规划、包村领
导现场督导、村支部书记具体
负责、包村干部积极参与、街道

党建办业务把关”工作模式，确
立“一村一品”
“ 一村一特色”指
导思想，下大力气精心打造辖
区 8 个村党群服务中心。李军强
表示，东风路街道将以此次“逐
村 观 摩 、整 乡 推 进 ”工 作 为 契
机，坚持常抓常管功在日常，有

声有色搞好党建，通过让大家
喜欢的方式，把党建工作做得
有声有色，充满活力，推动工作
进展，
弘扬新风正气。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邢小玲 王永恒
孟小丽

冬季人才招聘会举办
241 人达成求职意向
本报讯 近日，刘集镇政府
与中牟县人社局联合举办的
“2017 年送岗位进社区冬季人
才招聘会”在绿博 2 号安置区举
行。此次招聘会吸引了河南万
邦、郑州比克电池、河南国能电

池、海宁皮革城等县域内 37 家
大中型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
位 800 余个,涉及汽车制造、机
电维修、家政服务、物业管理、
物流商贸等多个行业。
据统计，现场求职人员近

千 人 ，241 人 最 终 达 成 求 职 意
向。同时，为充分发挥政府部
门在促进就业方面的重要职
能，推动社区居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招聘会当天，增设服务平
台，开展现场就业指导，让求职

者了解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做
到对求职者负责、对用工单位
负责，使求职者转变了就业观
念，
找到了企业用工需求。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王新托 马娅平

■镇办动态

郑庵镇深入一线讲安全
本报讯 近日，
郑庵镇开展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此
次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宣传横幅

40余条，
宣传展板2个，
发放安全
知识宣传资料1500余份，
接受群
众咨询600余人。结合安全生产

宣教
“七进”
活动，
深入到镇域内
各行政村、
企业、
学校、
社区、
家
庭、
机关、
公共场所讲解专业知

识60场次，
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
众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邓露露

青年路街道坚持不懈推进
“厕所革命”
本报讯 近年来，
青年路街
道坚持不懈推进
“厕所革命”
，
尤
其是今年国家卫生县城复审工
作开展以来，
进一步加大了整改
力度，
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

质短板。今年年初，
青年路街道
共排查辖区旱厕 146 余处，
按照
文明城市的硬件标准以及方便
群众的工作原则，制订工作方
案，倒排工期，先后对 108 处旱

厕拆除，
因地制宜改建双瓮式厕
所 14 处，
新建提升 24 处，
“来了
一场彻彻底底的厕所革命”。
同时，青年路街道建立工
作巡查机制，对拆除后的建筑

垃圾及时清运、平整地面进行
巡查监督，避免黄土裸露，为
捍卫大气污染防治发力。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王云岭

雁鸣湖镇组织党员干部培训个人修养礼仪
本报讯 近日，
雁鸣湖镇便
民服务中心利用党员干部培训
期间，特邀清华大学总裁班特
聘讲师胡翠艳在湖南大学高级
管理培训学院 EDP 中心培训班
进行了个人修养礼仪培训，镇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镇村
两级党员干部共 100 余人参加
了培训。胡翠艳通过传统国学
文化，围绕“个人道德修养”的
主题，从科学管理、修己安人、
真诚服务等方面对大家给予具

体指导，并用生动的事例详细
讲解了个人修养礼仪在基层服
务工作中的运用。让大家知晓
如何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
方面体现服务工作的专业性与
个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培训内

容贴近实际，
实用性强，
使大家
增长了道德修养礼仪知识，进
一步强化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
的服务意识。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王锋 朱景丽

韩寺镇多举措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
韩寺镇以
多种方式宣传贯彻国家扶贫政
策，
营造全镇关心扶贫、
参与扶

贫、支持扶贫的浓厚氛围该镇
召开了 2017 年底脱贫攻坚会
议，
取得了较好效果，
同时该镇

组织工作人员交流扶贫工作中
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为进

一步发挥好在精准脱贫攻坚战
中的作用出谋划策。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郭树岭

姚家镇召开精准扶贫工作专题会
本 报 讯 近 日 ，姚 家 镇 召
开精准扶贫工作专题会。会
上，镇长郝宏彬传达县精准扶
贫工作会议精神，安排推进脱
贫攻坚宣传工作和金融扶贫

工作。宣传工作必须按照“五
个一”的要求宣传到位，并且
做 好 日 报 告 ；金 融 扶 贫 建 立
镇、村两级服务网络，组织开
展信用星级评定；提高数据质

量，进一步完善脱贫档案，必
须做到精细化。会上周书记
从 4 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工
作质量要高，二是工作要会统
筹，工作要会兼顾，要注意工

作纪律。会后，会议精神分级
传达，层层抓落实，确保精准
扶贫工作达到县里预定考核
目标。
中牟时报 谢鹏飞 通讯员 耿晖

Z03

■局委动态

食药监局开展
练兵稽查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开展岗位练兵稽查
技能大比武活动。本次稽查技能
大比武活动采取笔试和实战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通过本次岗位练兵稽查技能
大比武活动，有效检验了执法人
员的学习效果和知识应用情况，
加深了全体执法人员对提升能力
素质的正确认识，使全局食品药
品稽查能力整体水平得到大幅度
提高。
中牟时报 谢鹏飞
通讯员 李易泽

卫计委召开
安全生产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卫计委
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暨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会。会议特邀请县安
监局副局长刘志勇进行指导，全
县各医疗卫生单位安全管理工作
负责人参加培训。培训会上，授
课教官结合火灾案例，通过多层
次、多角度方式，详细讲解了消防
法规、家庭火灾特点和危险性及
预防措施、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
生自救、灭火器和消防栓的使用
等相关消防安全常识，使参训人
员受益匪浅。
中牟时报 谢鹏飞
通讯员 丁贵良 薛爱喜

教育系统召开
安全法治教育报告会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教体局
在中牟一高召开了教育系统安全
法治暨师德师风教育报告会。各
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全县中小学
（幼儿园）校长（园长），学校分管
师德工作领导，各学校相关教师，
各乡镇中心校辖区内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负责人参加。教体局党组
副书记李其瑞指出，要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提高教师自身修养，弘
扬新风正气，树立教师形象。尤
其是近期网曝个别幼儿园存在
“虐童”现象，给广大教师敲响了
警钟，号召进一步增强教师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的自觉性，强化师
德师风建设，
提升队伍质量。
中牟时报 李淑娟

审计局召开听取
自然资源审计视频会议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审计局
组织召开听取自然资源审计视频
会议，会议就如何贯彻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统一思想，从核心要点
出发，深入解读文件及应对措施
等 3 个方面做了深刻阐述。会议
指出，要加强督促指导及业务培
训，做好基层调研和努力提升审
计 成 果 ，发 现 典 型 、普 通 、倾 向
性。中牟县审计局要求在此次会
议后，各科室在工作上大胆创新、
奋发克难，深入学习党的政策及
文件精神，认真执行好自然资源
审计工作。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朱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