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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回族区各街道
举行多种形式活动喜迎党的生日

为迎接党的97岁华诞，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激发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近日，管城区各乡（办）纷纷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喜迎党的生日。

南关街道
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7月1日上午，南关街道召开
庆祝建党97周年暨党员表彰大会。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杨洁，副区长张建锋，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沈鹏飞参加此次表彰大会。

会上，街道党工委书记沙建武带领全
体党员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赵玉宣读了《南关街
道工作委员会关于表彰2018年度先进党组
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的决定》，对
辖区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4名优秀党务
工作者、109名优秀党员予以表彰。

颁奖结束后，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时

淑平、先进党务工作者代表高煜、公共单位
优秀党员代表张广豹分别进行了发言。同
时，大会还邀请新乡市委党校教授张敬民
授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课。

通过此次大会，辖区党员干部群众深感
自豪、倍受鼓舞。下一步，街道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商都历史文化区建
设为引领，以党员模范作用激励、影响和带
动全辖区群众，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争创一
流，进一步提振信心，咬定发展不动摇，不断
开创南关街道各项工作新局面。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磊 文/图

西大街街道
党员志愿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本报讯 6月 27日上午，西大街街
道在辖区商城遗址城墙小广场举办庆七
一“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志愿我先行”活
动，以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的形式，弘
扬志愿奉献精神，展示街道党员风采。

管城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巴丽霞、西大街街道党工委书

记李颖辉、
西 大 街 街
道 办 事 处
主 任 魏 峰

等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街道机关和辖区党

员志愿者集中开展文艺表演、便民志愿
服务、政策理论宣传等党员志愿服务活
动。同时还为辖区胡东乔、谢瑞清、马安
林等 10名优秀党员志愿者颁发证书。
通过志此次活动，进一步展现了街道党
员志愿者的崭新风貌和良好素质，并以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感染人、激励人、带动
人，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沙红庆 文/图

城东路街道
为实现“四个城东”而奋进

本报讯 6月 27日下午，城东路街道
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 砥砺奋进谱新
篇”——“七一”表彰大会暨迎接建党 97
周年文艺汇演活动。活动回顾总结了街
道 2017年党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描绘
展望 2018年党建工作的美好未来，动员
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党员意
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
献智慧和力量。区委相关领导、街道全体
班子成员、机关离退休党员、辖区自管党
员和群众等4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对党建工作成绩显著的33名优
秀共产党员、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20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此外还邀
请党的十九大代表薛荣做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非公党建宣讲。

下一步，城东路街道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展现新作
为，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
斗，以钉钉子的精神为努力实现潜力城
东、魅力城东、实力城东、活力城东而砥砺
奋进。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马英 文/图

北下街街道
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二里岗街道
为二里岗提质增速发展再立新功

陇海马路街道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激发广大党员的使命感

本报讯 6月 29日下午，北下街街道
开展庆祝建党 97周年暨“七一”表彰大
会。会上对在街道2018年党务知识竞赛
中获奖的15支参赛队伍和2017年各项工
作中涌现出的 5个先进党组织以及 15名
优秀共产党员、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
了表彰。同时还为市体育局、区委组织
部、区法院、区回民一小等辖区公共单位
的党组织负责人颁发了党建指导员聘书。

街道党工委书记海彦玲就下一步如何
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要求切实担当起党组
织的政治责任，发挥好党组织稳定器的作
用，承担起化解矛盾的责任，全力做好社会
稳定工作，让广大群众理解发展、支持发展、
投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街道各党组织要充分重视党的建设，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不断保持和发展共产党员的先进
性，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长远意
识，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肩负起领
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

要大力实施“联动工程”，即党务工作
者培训工程、党员教育管理工程、党建文
化活动工程。党务工作者培训工程：要把
优秀党务工作者培养为业务骨干，科学制
定发展党员工作规划，全面实行党务工作
者工作公示制、票决制和责任追究制，进
一步提高工作质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鹏飞

东大街街道
建党97周年，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为党庆生
本报讯“七一”期间，东大街街道认

真组织，围绕“4+X”主题党日开展系列
活动为建党 97 周年献礼。党员的初
心：街道各基层党组织分别在机关、社
区、党建主题广场开展了“重温入党誓
词”集中宣誓活动，提醒每一位党员要
牢记身份、立足岗位、积极工作,争做时
代先锋。

“七一”的颜色：“七一”前夕，街道
邀请区委党校老师分别在街道、书院
街村党支部进行了两场专题授课，各
社区支部分别组织党员开展“集中学
习党章、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课活动，并组织街
道全体干部职工、非公支部成员、入
党积极分子开展“十九大精神”知识
测试。

党的恩情：街道联合辖区公共单位、
志愿者服务队在大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奉献
友爱”志愿精神的同时，将爱国情怀释放
为人间真爱，用粽子香包送出人间真情，
送给辖区党员、困难群众、养老院老人共
计183人，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社会
号召力。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巴治华

本报讯 6月 27日上午，二里岗街道
召开2018年度庆“七一”表彰大会暨新党
员入党宣誓仪式。会议由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张佰勇主持，街道全体
党员干部、非公企业党组织代表100余人
参加会议。会上，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并通报表彰了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8名优
秀党务工作者和12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受
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及个人进行颁奖。

街道党工委书记单书欣表示，要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主动担
当、大胆作为，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二里岗
提质增速发展再立新功。大会结束后，
单书欣以《忆党史不忘初心 学党章砥砺
前进》为主题，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
的专题党课。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曹莹莹

航海东路街道
务实肯干，全力推进街道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6月 28日上午，南曹乡召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暨“七一”表
彰大会。乡机关全体党员、各基层党组织
代表、村“两委”全体成员以及受表彰的先
进集体、优秀个人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全体党员集体宣誓，重温入党
誓词，并对去年以来在南曹乡经济社会发
展和党的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4个先
进基层党组织、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42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现场表彰。

乡党委常务副书记王传胜向南曹乡
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
祝贺，并带领大家回顾了党 97周年的光
辉历程，号召全乡广大党员牢记党的光
荣传统，学习英雄的革命精神，进一步
增强全乡广大党员开展党建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饱

满的工作热情，埋头苦干、奋发有为，为
高质量建设“四宜南曹”再创佳绩、再立
新功。

王传胜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党
员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提出要求，设立乡机
关“周课堂、月讲堂”，全面推行“4+X”党
员活动日，建立党员先进典型库、评选优
秀党员典型，打造“红色文艺轻骑兵”等特
色服务队等，促使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进一
步加强。

持续以“基层党建规范年”为抓手，扎
实开展“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打造
南曹村、姚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等一批党建
品牌，对外争取树立南曹乡党员干部的新
形象。新任村干部要迅速转变角色，向先
进典型学习，以高涨的热情带领群众干事
创业，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村干部。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荆留增

南曹乡 为高质量建设“四宜南曹”再立新功

本报讯 6月 29日下午，陇海马路街
道陇一社区召开“迎七一”主题党员大会。

社区党总支书记向全体党员致以节
日的问候，并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党员
送去了节日的慰问。

同时，社区党总支书记开展了以“如
何做一名合格党员”为主题的情景党课进
社区活动。社区书记在党课上通过融合情
景表演，使党课内容更为丰富、立体。分别
用“党员延时间岗”“参加组织生活会”“先
进模范十九大精神解读”三段情景剧对事
件进行展示。学习内容更加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同时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营造争
当模范的浓厚氛围，树立榜样，促当先锋，
做一名合格党员。随后全体参会党员再一
次郑重地佩戴党徽，重温入党誓词，在鲜红
的党旗下庄严宣誓。

此次活动让党课真正“活”起来，党员

真正“动”起来。情景互动式党课的感染
力和吸引力，让支部党员充满了凝聚力、
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
激发广大党员的使命感。与会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强化党性修
养、自觉践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争做优
秀共产党员。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茹 文/图

紫荆山南路街道
为创造紫南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本报讯 6月 29日上午，紫荆山南路
街道举办庆祝建党97周年暨“七一”表彰大
会，街道党工委委员、全体机关党员、各社
区书记及支部委员、辖区优秀党员共100多
人参加了此次表彰大会。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7~2018年
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
秀共产党员的决定》，并为受到表彰的先进

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
党员代表进行颁奖，激励广大党员自觉参
与社区建设，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杰表示，希望全体
党员干部要把加强理论、业务学习作为提
高理论素养和个人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强
化党性修养，切实做到思想上更加统一，
行动上更加积极，作风上更加务实，推进
上更加有力。牢记责任、敢于担当是每一
名党员干部都应该具备的精神品质，也是
党员干部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为了党
和人民的事业，街道党员干部要敢想、敢
做、敢担当。

要严明纪律、严守规矩。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兴
国之要，是管党治党的基本遵循。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薛新芳 文/图

本报讯 6月29日，十八里河街道召开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暨迎“七一”
总结表彰大会。

大会对涌现出来的 3个先进基层党
组织、4名优秀党支部书记、70名优秀共产
党员和14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先进典型代表及预备党员代表分别做了
发言。

对下一步工作，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志锋要求，以“支部建设提升年”为契
机，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以改进工作
作风为抓手，全面树立良好形象，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全面服务工作大局。

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提高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把党建工作
不断引向深入，用实际行动争创一流业
绩，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华诞献礼。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刘俊

十八里河街道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服务工作大局

本报讯 6月 27日下午，航海东路街
道开展“参观《郑州记忆》展，立足岗位做
贡献”主题党员日活动。全体党员到郑州
市档案馆参观了古代文明、铁路交会、二
七风暴、抗战岁月、开埠设市、古城新生、
省会迁郑、“文革”十年、改革开放、郑东崛

起、走向辉煌等《郑州记忆》展的 13个展
览板块。

通过馆藏文书、声像、实物等资料载
体，辖区党员们了解了郑州的历史变迁，
感受了近现代郑州的社会生活变化。看
着曾经熟悉的郑州街景图片，看着曾经熟
悉的搪瓷大茶缸、老式电话，历史不再是
纸上一段段冰冷的文字，而是存在于我们
生活中可触摸到有温度的鲜活内容。

经过参观，党员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郑州
历史的深厚底蕴，党员们纷纷表示，要立足
本职岗位，以更加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肯干的作风，全力推
进街道经济社会开展，努力为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晓鹏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