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3岁的盛宵琳，是郑东
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如意湖
食药监所一名普通的监管员。在
日常监督执法工作中，她规范执
法，认真敬业，务实的行为、谦逊的
为人无不展示出一个新时期优秀
共产党员的风采。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薛跃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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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灵是郑州市森林公
园项目办综合组工作人员，现
为森林公园第二党支部第一
小组组长。无论在绿化队还
是在项目办，刘伟灵都能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乐于奉献的姿
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用实
际行动诠释一名普通党员的
不平凡。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闫沈云 文/图

忠诚、干净、担当
做群众舌尖上的守护者

郑东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如意湖食药所监管员 盛宵琳

站在建党97周年的历史起点，回溯9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过往，郑东新区涌现出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郑州晚报·郑东时报》集中宣传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来示范引领党员干部锐意进取、
砥砺奋进。

不忘初心 用行动践行党旗下的誓言

城市管理工作常常要面对弱势群
体，处理一些复杂的情况，要讲方法，动
脑筋。前两个月，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
时发现西周路有一位老太常常在路边兜
售蔬菜，工作人员多次劝阻，老太太不
理解、不配合，望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执
法人员无比为难。面对同类棘手问题，
魏效虽然心里焦急却没有表现出来，一
直在寻找突破口。他告诉队员们不要采

取强硬措施，而是想出了一个与众不同
的解决办法：“咱把老太太的菜买了吧！”
从此，每次老太太在外面摆摊，魏效就自
掏腰包让工作人员把菜全部买下来，实
在消化不了的，魏效就积极联系辖区的
单位食堂，买进多余的菜。几次下来，占
道卖菜的老太太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主
动撤了摊位。这一做法赢得了同行的
称赞，大家都觉得他做事肯动脑筋。

自从走进了商都路办事处的城
市管理队伍，多年的历练早已使魏
效身上褪去了80后的青涩、骄纵
和自我，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
年轻共产党员的耐心、细致、干练
和自信。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游昆鹏 文/图

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腔热血致青春

商都路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 魏效

魏效任职商都路办事处城市管理
办公室主任，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和辖
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

就说群众夏天最关注的“夜市扰
民”问题，魏效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大胆
创新、锐意进取，打破“强拉强扣”的传
统整治模式，开展了“四先、三联、三合”
的递进式治理（“四先”即宣传在先、摸
底在先、约谈在先、管控在先；“三联”即
基础设施联起来、社区人员联起来、执
法部门联起来；“两合”即合理安排、结
合实际）。经过83天的努力，五洲菜市
场、五洲安置区周边夜市基本形成了合
法规范、秩序井然的经营氛围，赢得群

众的普遍好评。
在治理过程中，魏效总结了三件法

宝：一是兜里装个本子，二是桌上放张
条子，三是心里有把尺子。兜里装个本
子是为了及时记录自己调查了解和群
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桌上放张条子是
为了把当天要干的工作写在纸条上，放
在桌子上，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心里有
把尺子是为了时刻衡量自己在治理过
程中是否一视同仁、是否公正公平。日
日夜夜、月月年年，他抽屉里的本子变
得越来越多，桌子上的条子变得越来越
厚，唯有心中的那把尺子没有变，依旧
张弛有度、毫厘不爽。

每日必念“三子经”

“咱把老太太的菜买了吧”

社区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
强，要求高。为了做好工作，减少、避免
社会矛盾，王荣军在工作中坚持公开、
公正、公平。他积极认真地在社区居民
中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设立了低
保评审小组，加强了民主评议，实行了
各项工作的公示制度，。增强了工作的
透明度，受到居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为了加强基层廉政文化阵地建
设，王荣军走访党建示范单位，结合
社区实际情况，提升社区党建示范化
建设水平，夯实基层党建基础。“三会
一课”“创先争优”“一个党员一面旗”
“党员联系户”“党员三亮三比三评”
等，在一系列的党建工作中，学理路
社区党建内涵不断丰富。

社区的大管家
居民的暖心人

博学路办事处学理路社区主任 王荣军

王荣军入党27年，今年快50
岁了，自从2016年当选学理路社
区主任、党委书记以来，天天忙得
脚不沾地，被居民亲切地称为社区
“管家人”。在今年的社区换届选
举工作中，他又以高票当选为社区
主任、党委书记。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崔慧娟 文/图

学理路社区有多少党员，基本情
况如何？谁是需要关照的重点住
户？怎么帮助大家把“难念的经”给
念好？在学理路社区，王荣军是群
众最熟悉的大管家，问及辖区住户
的基本情况，他都对答如流。作为
支部书记，王荣军认真地履行着抓
班子、带队伍的职责，坚持每天到社
区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了解社
情民意。

王荣军很善于学习，他有一个笔
记本，本子里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国家

方针政策、社区家庭人口变化情况、
重点住户、重点人员的信息。王荣军
和年轻人一样对新技术保持着新鲜
感，他还善于活学活用，将网络技术
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工作。

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带头人，王
荣军在工作中实实在在为社区居民
办实事，帮助群众解决了大量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对待党务工作精益求
精，为促进社区党的建设和谐稳定做
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还被郑东新区
管委会评为先进个人。

善学习、多跑腿，最熟悉社区的人

在今年的社区党建品牌建设工作
中，王荣军积极组织开展了助老服务
送温暖活动，带领社区党员、干部、志
愿者关爱社区老人，充实精神生活，提
供物质援助。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
逢年过节送慰问品，端午节时更是直
接到敬老院，给老人们包粽子、饺子，
煮鸡蛋，乐得老人们个个合不拢嘴。

王荣军联系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名医专家，多次为居民开展义诊活
动，使居民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和预
防疾病的知识。

王荣军一直在基层一线开展工
作，经验丰富，解决问题办法多、能力
强，业绩突出，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去年冬天，社区一位老人
被邻家狗咬伤，双方矛盾很大，闹到
社区。王荣军和同事多次入户调解，
后来双方家庭握手言和。这些年，群
众暖气漏水、房门维修、办理低保、再就
业、找保姆、请家政、清淘下水道……
事事都能想到王荣军，王荣军也不推
辞，东奔西走，把党和政府的爱心送
到居民的心坎上。

做公益、管闲事，暖心服务为群众

秉公办事无私心，做好社区建设的领头人

盛宵琳自 2017年 4月起担任辖区
监管员，没有监管基础的她一切从零开
始。她白天按计划完成当日工作，晚上
回到家总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监
管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她将人性化
服务融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耐心指
导企业进行许可申请的资料准备和现
场规范工作，热情服务办事群众，认真
落实“首问负责制”和“代办制度”，从
不让咨询人因材料不全而跑冤枉路或
者多跑路，赢得了群众的赞誉，被监督
对象亲切称为“盛老师”。同时，她坚持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每做一个案子，都
要同经营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交流，
了解经营者的想法，宣传相关知识，让
经营者学法懂法守法，争取经营者的理
解和支持，行政处罚结案率均为100%。

目前，如意湖辖区面积11.6平方公
里，入住人口已达 14万，辖区内共有
“三品一械”监管企业 1123家，其中食

品（含餐饮）企业近 700家、流通企业
300家、大型超市4家、大型医院3家、诊
所药房37家、器械经营单位72家，分布
面广、业态多。在日常监督检查执法
中，盛宵琳和同事对不符合规范的食品
药品违法行为，严格规范执法，认真记
录现场笔录予以固化，同时下发《责令
改正通知书》，坚持督促限期整改，直到
符合要求。

从事基层监管工作，盛宵琳强化巡
查秉公执法，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利
为民所谋”的工作理念。在查处案件
时，她总是积极沟通，获得大家理解，但
遇到当事人态度较为极端时，她依然会
顶住压力查实证据，以廉洁的工作作风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筑起
一道钢铁长城。2017年以来，她主办查
处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16件，罚款9.65
万元，有效打击了食品药品违法经营行
为，树立了执法权威。

2017年 12月，按照创建全国食品
安全城市要求，郑东新区将天泽街作为
“餐饮服务示范街”重点创建街道。作
为天泽街辖区监管员的她与同事一起，
冒风雪战严寒，通过建章立制，责任追
究，划片分包等，统筹推进示范街创建
工作。在创建收尾的关键时刻，盛宵琳
在手术后没多久就投入到示范街创建
工作中，对天泽街辖区内的 43家餐饮
单位逐一进行检查和指导，从餐饮服务
单位食品采购过程中索证索票制度的
落实、生产经营行为的规范、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等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商户
建立“诚信联盟”，签订承诺书，全面提
升、规范示范街内商户的软实力，每天
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通过一个月
的努力，圆满通过食品安全示范街创建
考核标准逐项完善。

盛宵琳总说，食药监管工作应该
以民生为本，以担当为要，以廉洁为
根，站在为人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
负责的角度去开展监管执法工作，做
一个心中有民、心中有爱、心中有责
的食药监人。

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文明执法、以理服人

发挥团队力量，圆满完成示范街创建工作

坚韧和执着
成就人生的不平凡

郑州市森林公园优秀共产党员 刘伟灵

2012年，刘伟灵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作为基层党员，她深知工作生
活在群众中间，自己的形象就是党在
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她严格要求自
己，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熟悉刘伟灵的人都知道，她喜
欢锻炼、打羽毛球，多年的锻炼不
仅是锻炼了身体，更多的是练就了
钢铁般的意志品质。她多次代表
公园参加东区、市里的体育比赛，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过郑州市
农林水系统羽毛球女单的三连
冠。她热心公益事业，坚持无偿献
血 20多年，累计献血量 8000多毫
升，几乎是一个正常人全身血液总
量的2倍，因表现突出，荣获国家卫
计委、红十字总会、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颁发的 2012~

201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2014~2015年度奉献奖铜奖。

在工作中被称为“拼命三郎”，
在生活中刘伟灵同样也很拼，生活
的重担把她打磨得更坚韧。刘伟
灵有一个女儿，她对孩子的身教多
于言传，要让孩子爱学习，自己首
先要学习，虽然自己文化不高，但
她自学了会计、建造师，并考取了
资格证。她的女儿从小学习成绩
优异，综合素质突出，今年高考考
出了 614分的好成绩，与她平时的
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刘伟灵的事迹很平凡，但不平
凡的是她的那份坚韧和执着。她在
工作中紧密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公益
事业，传承良好家风，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不平凡。

2016年，随着龙湖区域的全面
建设，公园升级改造项的建设也拉
开了序幕，项目办需要工作人员。
在绿化队的刘伟灵服从公园建设
大局，成了第一批到项目办工作的
人员之一。

初到项目部，工作与绿化队完
全不一样，除了一些文字工作，还
有涉及财务、报表、资产方面的，需
要上传下达，与多部门沟通协调，
容不得半点差错，对刘伟灵来说是
个极大的挑战，虽然有会计基础，
干起来也是相当吃力。但她身上
有一股倔劲儿，不服输，不会就学，
不懂就问，上班干不完的工作，下
班接着干，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

饭，“拼命三郎”的称号就是这样得
来的。

刘伟灵的家在郑州市的西南
角，公园在郑州市的东北角，她每
天都要穿城两次，大多时间是骑自
行车上班，每天早出晚归，用披星
戴月来形容最合适不过。随着公
园升级改造的全面展开，工作的压
力陡然增加，特别是2017年下半年
到 2018年 6月以前，项目建设到了
最关键阶段，时间紧任务重，整个
项目实行无休假模式，全体人员不
休息。“虽然现在工作苦和累，但看
到凤山建设完成，那些苦和累和成
就感自豪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
为公园人我是自豪的。”刘伟灵说。

服从大局,不断挑战自我

身教言传,传承良好家风

今年今年，，支路背街整治任务增加到支路背街整治任务增加到
1010条道路条道路，，工作量飙升工作量飙升。。魏效就挤出魏效就挤出
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周六保证不休息周六保证不休息，，
周日休息不保证周日休息不保证”、“”、“前半夜算上班前半夜算上班，，后后
半夜算加班半夜算加班””已是常态已是常态。。

扳着手指算算扳着手指算算，，今年今年春节以后春节以后，，魏魏
效只休息过效只休息过 77天天。。他是同事眼中的他是同事眼中的
““拼命三郎拼命三郎”，”，但对于家人但对于家人，，魏效始终魏效始终
存有愧疚存有愧疚。。因为工作繁忙因为工作繁忙，，他常常不他常常不
能按时回家能按时回家，，就连和家人坐在一块吃就连和家人坐在一块吃
饭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饭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以至于他的以至于他的

孩子常常抱怨孩子常常抱怨：“：“我都好久没有看到我都好久没有看到
爸爸了……爸爸了……””每次晚上拖着疲惫的身每次晚上拖着疲惫的身
体体，，看着熟睡的家人看着熟睡的家人，，他心中都是满他心中都是满
满满的愧意的愧意。。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城市管理一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城市管理一
线的基层党员线的基层党员，，魏效见证着城市精细化魏效见证着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变化变化，，从简单粗暴到文明从简单粗暴到文明
规范规范，，从管理随意到注重程序从管理随意到注重程序。“。“看到我看到我
管理的城市干净管理的城市干净、、整洁整洁、、有序有序，，我觉得所我觉得所
有付出都很值得有付出都很值得，，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发自内心地感到高
兴兴、、满足满足！”！”

“拼命三郎”对家人满怀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