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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牟更美好 他们脚步不停歇

本报讯 11月28日下午，东风路
街道机关党支部在四楼会议室召开
第四季度党员大会，全体党员参
加。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中
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及《关于规范郑州市党

员干部网络行为的实施意见》，并借
助中牟红管家系统升级由街道红管
家系统管理员对升级后的手机APP
系统进行业务培训、对党员反馈的
问题进行答疑。
中牟时报 刘客白 孔宏强

本报讯 11月26日，雁鸣湖镇组织召
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培训会。会议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
要讲话精神，就“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工作的重要性、当前面临的问题、意识形态
做什么、如何做”等进行了专题培训。并强
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盘”和“导航仪”。与

会人员要深刻领会意识形态专题培训的内
容，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面宣传、正确认识
和应对文化渗透问题，以“两学一做”为抓手，
以理论宣讲台为据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众中广泛
宣扬，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恒超 田建杰

雁鸣湖镇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培训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党员干
部政策理论水平，11月 27日，青年
路街道开展党员干部党务知识测
试。本次测试内容涵盖《中国共产
党章程》、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员
发展程序、“三会一课”内容以及基

层党建工作应知应会知识等。通
过测试，进一步强化了党性观念和
先进意识，激发了党的创新理论的
学习热情，取得预期效果。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贾隆

东风路街道
召开第四季度党员大会

青年路街道
开展党员干部党务知识测试

郑庵镇组织集中学习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

本报讯 11月 27日，郑庵镇组
织18个行政村支部书记、党建专干、
企业党建负责人 30余人学习《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简称
《条例》）。

镇党委委员、组织员赵青梅对
《条例》进行了解读，要求大家深入
学习，认真思考领会、消化吸收，自
觉遵循。一要带着问题学。根据实
际工作，结合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党
员自身的问题，开展具体的细化学
习，边学边查，开展专题研讨，以解
决问题成效推动和检验学习成
果。二要坚持长期学。以“全覆
盖”“常态化”“三会一课”等制度相
依托，组织大家积极参加支部学
习，过好组织生活，切实打牢思想

根基。三要多种形式
学。展开以会议、网络、
微信、测试等多种形式
进行学习，强化举措，加
强学习，切实推进学习出
成果获实效，把《条例》学
习好，落实好。
中牟时报 刘客白
通讯员 邓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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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委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植保
无人机操作培训班

本报讯 11月27日，中牟县新型
职业农民植保无人机操作培训班在
农业高新科技园正式开班，来自官渡
镇孙庄村的 40名种植大户参加培
训。县农委党组书记、主任樊守峰，
党组副书记马永超，农广校校长郝磊
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班为期 15
天，培训遵循成人学习特点，推广培
训机构+实训基地相结合，课堂教
学+基地实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在开设特色课堂的同时，将带领学员
赴发展较好的无花果基地、万邦千禾
农场等特色基地现场教学。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毛晓瑞

县水务局
开展贫困户管道大排查

本报讯 为防止自来水供水管道
因结冰破裂等问题发生，确保贫困户
冬季正常用水，近日，县水务局刁家乡
集中供水厂开展贫困户入户管道大排
查活动。刁家乡是中牟县贫困户较为
集中地区，共8个省级贫困村，3个市
级贫困村，排查范围大，任务重。为保
质保量按时完成排查维修任务，全体
职工共同参与，逐户排查，发现问题，
立即处理，按照排查与维修同步进行，
做到排查一户，保障一户，确保贫困户
冬季供水管道正常运行。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刘淑娟 赵永刚

县审计局
全面掌握《条例》内容
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

本报讯 11月26日，中牟县审计
局机关总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
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
行)》。学习了党支部的总则、组织设
置、党支部的基本任务、工作机制、组
织生活、党支部委员会建设等相关
内容，广大党员表示要深
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
掌握《条例》内容，切实增
强贯彻执行《条例》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中牟时报 胡梦婉
通讯员 吴倩楠

四川省资中县政协
到刘集镇考察交流

本报讯 11月 26日，四川省资
中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曹祥超、秘
书长、办公室主任李富元一行7人来
到刘集镇，对基层政协创新委员履
职管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进行考察
交流。

考察组一行来到镇党群服务中
心，对建立社区委员联系点，设立政
协委员服务窗口，实施政协委员坐
班轮值制度，收集社情民意、进行集
中考察；对打造“五联手”工作站，依
托县政协各专委会、各界别开展温
暖农民工、助力少年梦系列活动的
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考察组实地察看镇政协工委办
公室、“委员之家”，听取了有关情况
介绍，详细了解了该镇政协工作开
展中的经验做法，并围绕政协工作
进行了沟通交流。考察组表示，希
望今后两地进一步开展多领域、深
层次的交流，促进两地政协工作共
同发展。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王新托

本报讯 11月 27日，中牟县监察委
派出狼城岗镇监察专员办公室全体人员
和全镇廉情监督员到党校廉政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

在廉政教育展厅参观过程中，一个
个鲜活的案例，一幅幅触动人心的场景，
仿佛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了腐败分子的
贪婪狡诈以及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昭

示了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彰
显了党纪国法的光芒和威严。鲜活的案
例让大家深刻意识到：从严治党不是空
话，惩治腐败没有例外。参观后，全体人
员表示，廉政教育基地警示教育直观形
象、内容丰富生动、氛围营造逼真，让自
身完成了一次心灵洗礼。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吴艳玲

狼城岗镇组织廉情监督员参观学习

本报讯 为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黄店镇环居办近日联
合美丽家园公司组织镇环卫工和各行政
村干部，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洁行动，对
镇区和村庄内外进行彻底清扫，本次清洁

行动共出动洒水车16车次，垃圾清运车15
余车次，机动三轮车38辆，出动人力200余
人次，清理垃圾180余立方米。通过此次活
动，全镇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孙雪凝

黄店镇开展人居环境清洁行动

本报讯 11月 27日下午，大孟镇举
行村级廉情监督员聘任仪式。镇纪委干
部和廉情监督员首先参观了县委党校纪
委宣教基地，随后举行了廉情监督员聘
任证书发放仪式。镇纪委书记朱金伟对
32名廉情监督员提出了要求，要加强学

习，深入实际，切实掌握村情民意；要大
胆履职、铁面无私，在基层一线中为廉政
建设出好点子、提出好建议；要遵守工作
纪律，守法守纪，做廉洁自律的模范。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张红玲

大孟镇举行村级廉情监督员聘任仪式

本报讯 近日，姚家镇在辖区开展
平安建设“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大
服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置
校园爱心岗、平安志愿者爱心岗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积极参与；组织志愿者巡逻队对重点区
域、主要路段、人员密集场所进行 24小

时不间断巡逻、巡查工作；深入到居民
家中、网吧、企业等治安复杂场所开展
便民服务、治安宣传，强化排查整治宣
传工作。通过活动，群众的安全防范意
识明显提高，参与平安创建积极性显著
提高。
中牟时报 刘客白 通讯员 贺娇娇

姚家镇开展平安建设活动

本报讯 11月27日，刁家乡组织召开
廉情监督员聘任会议，乡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监察专员办公室主任李建栋，乡纪
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工作人员，28个行政
村廉情监督员参加。会议由乡纪委副书
记、监察专员办公室副主任李军领主持。

会议宣读刁家乡廉情监督员聘任通
知，现场为 28名廉情监督员颁发聘书。

李建栋对新聘任廉情监督员提出四点要
求：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立足本职，强化
监督；把握重点，发挥作用；清正廉洁，遵
纪守法。要严格要求自己，做清正廉洁
的表率，自觉维护监督者的良好形象，为
构建全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做出应有
的贡献。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邢永辉

刁家乡28名廉情监督员“持证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