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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夯实
基层基础、凝聚强大合力，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促脱贫功
能，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在管委会范
围内形成大抓党建“比、学、
赶、超”的良好局面，以党建
引领促进工作全面提升，9
月29日下午，具茨山管委会
按照市委组织部统一部署，
组织开展 2018年第三季度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

为拓宽观摩内容，取得
较好的观摩成效，管委会将
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三会一
课”、“四议两公开”、人居环
境建设、抓党建促脱贫和产
业发展、扫黑除恶等工作作
为本次“逐村观摩、整村推
进”活动主要观摩内容，通过
实地查阅党建资料、听取支
部书记党建+产业发展汇报、
现场交流等方式进行。

观摩结束后，为保证观
摩实效，随即在最后一个观
摩点大槐树支部召开了具茨
山管委会 2018年第三季度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总结
会。具茨山管委会副主任
郭瑞锋对各村电子沙盘录入
工作进行通报，具茨山管委会
主任郭伟酬对此次观摩活动
进行点评，具茨山管委会党委
书记薛智强做讲话。

薛智强明确了“逐村观
摩、整乡推进”活动的目的、
任务，肯定了部分村在阵地
建设、集体产业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指出了当前存在的
党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党建脱贫结合不够紧密、特
色亮点不够突出等问题，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重责任、强担当。要牢
固树立主业主责意识，始终
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

把这一政绩牢牢抓在手上、
记在心里，切实解决重业务
轻党务的问题，真正做到理
直气壮抓党建、名副其实抓
党建、大张旗鼓抓党建。重
服务，强组织。以“人居环境
改善”为起点，全面提升党群
服务站工作水平，不断强化
政治和服务“两大功能”。要
注重党建引领，认真落实党
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
度，提升服务水平，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强
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和服务
“两大功能”。重教育，强内
功。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重点，
以重学党章党规为抓手，不
断建强党员和干部“两支队
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四议两公开”、民主生活会
等制度，规范三资管理、村务
公开，推动村级事务管理规
范化、透明化；丰富学习形
式，以远程教育为补充，加大
党员培训力度，抓实主题党
日活动，将其打造成每名党
员共同学习、锤炼内功的平
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重实效，强推进。以
党建促脱贫、集体产业发展
为重点，不断推动农村党建
均衡发展，实现党的组织和
工作全覆盖。牢固树立“党
建 +”理念，持续探索“党
建+”新模式，提高农村党建
工作的针对性、互动性、实效
性，逐步实现党的组织和工
作全覆盖，激活农村党建活
力，把“一个支部一个堡垒，
一名党员一面旗”这个口号
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真正
把支部建成坚强的堡垒。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本报讯 9月 29日，有工人到
新郑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反映，新
村镇某工地拖欠段某等工人工资
47600元。为让农民工尽快拿到工
资，当日下午，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当即约谈该工地项目负
责人并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调查。

经调查，因扬尘治理等原因，
该项目工地被责令停工，工人要
求结账退场。经过监察员耐心细
致的沟通协调，讲解相关法律法
规及文件政策，9月 30日上午，该
工地项目负责人带着现金到监察
大队，现场将47600元工资送到工
人手中。段某等人拿到工资后签
下收到条，兴奋地说：“实在是太

感谢你们了，不然这工资还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只是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所处理众多案件的
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提高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服务效率，缩短劳动保
障监察案件的处理时间，今年以
来，监察大队注重转变执法理念，
积极调整工作思路，以程序促协
调，提倡服务型执法，不断提升执
法水平，创新办案方式，加快案件
的办理速度，依法保证农民工工
资尽快支付到位，有力地维护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广大
农民工的一致好评。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高龙飞

本报讯 9月 28日，新郑市人
社局向南召县基层社会保障服务
平台捐赠物品活动仪式在南召县
人社局举行。

新郑市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林俊伟，南召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李哲，新郑市人社局党委书记、局
长夏红燕，南召县人社局党组书

记、局长隋元亮等出席此次活动。
今年以来，新郑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对南召县的结对帮扶工
作，研究制订结对帮扶方案，确定
帮扶内容，根据南召县脱贫攻坚过
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开展精准帮
扶。举行此次捐赠活动，也是行业
结对帮扶的又一次具体行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又赶
往南召县白土岗镇、留山镇、石门
乡等乡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和
南岗村等村、社区送去办公电脑、
打印复印一体机。

据悉，为更好地帮助南召县
城乡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家庭劳动
力转移就业，解决目前南召县乡
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
务平台设备配置不足的问题，经
新郑市拨付专项资金购置办公电
脑 10台、打印复印一体机 10台，
用于完善南召县 10个乡镇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此次捐赠活动，进一步推进
了南召县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让人民群众享受到“零距离”
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更好
地促进南召县城乡劳动力转移就
业，实现脱贫致富。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夯实基础聚合力
比学赶超促提升
具茨山管委会开展2018年第三季度“逐村
观摩、整乡推进”活动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上
午，新郑市人社局召开新
郑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例
会，新郑市信访局、住建
局、财政局等市直部门及
重大欠薪信访案件所涉
及乡镇的相关负责人参
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新郑市人社局
副局长司志民主持。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
对 2018年 1月至 9月新郑
市治欠保支情况进行了通
报，学习了郑州保支办关

于 2017年度各县市保支
工作的情况通报及整改方
案。市信访局靳红涛就近
期重点欠薪案件逐一进行
研判，并共同研讨制定了
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司
志民要求各成员单位要严
格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
署，认真贯彻落实保支办
相关文件精神，始终坚持
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
宗旨，统一思想，突出重
点，加强沟通，形成合力，
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到位，使新郑市治欠保支

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本次会议总结了新郑

市前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的经验，查摆了问
题及不足，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今后
的工作中，各成员单位将
加强部门沟通，补齐工作
中存在的短板，加大对因
欠薪引发的突发事件处置
力度，确保将各级关于治
欠保支工作的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毛俊丽

新郑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例会召开

新郑市人社局捐赠办公物资助力南召县

落实对口帮扶精准到位

本报讯 9月 30日，新郑市公
安局组织召开《新郑公安志》编
纂工作动员暨培训会。新郑市公
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高伟民，
政治处主任刘宇，原政治处副主任
郑佑平及各科、室、队、所主笔人
共计 62人参会，会议由政治处主
任刘宇主持。

会议首先由刘宇介绍了《新郑
公安志》编纂背景及重大意义。然
后，郑佑平就编纂工作方法和经验
进行分享。随后，高伟民就本次编
纂工作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高伟民说，要提升站位，高度
重视。全局各单位要切实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认识《新郑公安志》
编纂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新郑公安志》是记录新郑

公安历史发展、传承新郑公安历
史文化的重要史册，也是宣传新
郑公安工作、展示新郑公安形象
的重要作品。编纂公安志是推动
公安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开展公
安传统教育的需要，是传承公安
历史文化的需要。各单位务必要
高度重视，迅速开展部署，立足自
身历史沿革和工作实际，充分发
挥好主体作用，全力做好资料收
集工作。

加强协作，落实责任。部门与
部门之间、本单位内部之间要加强
协作，互相支持，确保信息的真实
性、广泛性、准确性。各单位主管
领导和主笔人要强化责任担当，按
照《新郑公安志各单位分工计划
表》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资料搜集编

写任务。
端正态度，提高质量。各单位

要按照时间节点和编写原则，深入
搜集档案资料，认真开展资料整理
工作，坚决克服粗制滥造、应付差
事的不良作风，高质量地完成资料
整理报送工作。

动员会结束后，随即召开公安
志编纂工作培训大会。郑佑平就
公安志编纂工作方法及要求和参
会人员进行交流。

参会同志纷纷表示，能参与到
《新郑公安志》的编纂工作中，深感
责任的重大与工作的光荣，将积极
投入到具体编纂工作中，高标准、
严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每个阶
段的工作任务。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公安局召开《新郑公安志》编纂工作动员会
用“心”展示新郑公安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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