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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31日，新郑市召
开驻军防汛抗旱联席会议。新郑
市副市长李猛出席会议，市水利、
应急、城市管理等部门负责人及
各驻军单位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各驻军单位依次介绍
了各自防汛抗旱工作准备情况，
提出对下步工作开展的意见和建
议，并对军民联防工作进行了具

体部署。
李猛要求，各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切实认识全市防汛抗旱工
作的重要性，始终绷紧防大汛、抗
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排
查目前存在问题，做好防范应对
各项准备工作；要正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修订完善抢险救灾行
动预案及配套方案，加强协调调

度，为今年军民联防工作全面胜
利年打下夯实基础；要发扬军民
共建的优良传统，珍惜爱护兵力，
为部队抗洪抢险提供优质服务，
坚决打好今年防汛抢险军民联防
总体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斌

新郑市召开驻军防汛抗旱联席会议

打好防汛抢险军民联防总体战

新郑市召开党建协作西南部片区座谈会
本报讯 为落实 5月 29日全

市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工作推进会精神，6月 4日上午，
新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卫东
到城关乡主持召开党建协作西南
部片区座谈会。新郑城关乡、辛
店镇、观音寺镇、梨河镇、新村镇、
具茨山管委会党委书记和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座谈。

会上，参会人员围绕高质量
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分别介绍了
2019年以来组织工作开展情况以
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围绕下
一步即将实施的乡镇机构改革，听
取了与会人员的想法和建议。

听取汇报后，黄卫东对各乡
镇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开展的工作表示肯定。对
行之有效的经验，要求培育典型
案例，发挥示范作用，让基层学

有目标、干有方向；建立专家库，
以乡镇党委书记为重点，围绕抓
好党建主责主业，自选课题，自
制课件，通过“公开讲”促进“自
我学”“领着学”，形成党员领导干
部领学带学督学的导向。

针对下一步抓党建促脱贫和
乡村振兴工作，黄卫东指出，要按
照省委大抓基层、抓实基础的要
求，一要聚集短板，合力攻坚。
围绕学习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
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突出抓好抓支部分类定级、强基
层战斗堡垒，抓支部书记管理、
强为民服务水平，抓党员队伍建
设、强先锋模范作用、抓各级资
源下沉，强党建责任落实，抓激
励保障机制、强发展创业活力的

“五抓五强”活动，作为夯实基层
工作的重要抓手。二要突出精
准，掌握方法。围绕“又稳又好”
目标，分类施策，精准施策，对
“不稳不好”村进行强力整顿，对
“虽稳欠好”村进行全方位扶持，
整合人才、产业等优势资源发展
壮大，通过抓两头带中间，着力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三要提升能力，真抓实干。镇、
村两级党组织书记要全面提升宏
观驾驭能力，特别是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做好群众工作和狠
抓工作落实的能力，明确书记必
须亲自抓的几项工程，比如中间
类村的比例、队伍建设中的后备
人才、产业项目等，盯牢抓实，引
领带动各项工作全面落实。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丁聪

新郑市今夏麦收已过半

确保颗粒归仓 丰产丰收
本报讯 6月 2日上午，新郑

市副市长李猛带领政府办、农委、
市禁烧办相关负责同志，到新村
镇、城关乡实地查看“三夏”生产
和秸秆禁烧工作。

李猛一行在新村镇“蓝天卫
士”监控中心，现场察看了“蓝天
卫士”运行情况，查阅了值班记
录，询问了近期值班情况。

在新村镇后洼王、城关乡薛
庄村机收现场，李猛详细询问了
今年的小麦产量、机收价格、出动
机械数量、小麦价格等，并提出要

科学调度，抢收抢种，确保颗粒归
仓，丰产丰收。

在新村镇后洼王和城关乡薛
庄村的秸秆禁烧监督岗，李猛详
细询问了值班安排，查看了应急
设备，抽查了应急人员的反应情
况，并对坚守禁烧一线的工作人
员进行了慰问。

李猛表示，要紧盯秸秆禁烧
工作，全年、全面、全域抓落实，切
实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宣传引导
到位、快速处置到位、处罚问责到
位、综合利用到位，力争“不着一

把火，不冒一股烟”。
截至6月2日上午，已收获小

麦 21.78 万 亩 ，占 总 面 积 的
57.02%，其中机收 21.76万亩，机
收率99.91%；秸秆还田面积21.14
万亩，还田率 97.06%；机械打捆
0.62万亩。计划种植玉米 24万
亩，目前已种植4.67万亩，其中机
播 4.56万亩，机播率 97.64%。花
生计划种植5.7万亩，目前已种植
3.96万亩，其中机播3.03万亩，机
播率76.52%。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李浩

本报讯 5月 30日下午，
新郑市在新华路小学召开教
育系统文明城市创建示范点
观摩会。新郑市总工会主
席、“双迎攻坚”办常务副主
任刘彤标，新郑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孙现民，全市相关中小
学、幼儿园负责创文工作同
志,及市“双迎攻坚”办督察组
等参加观摩会。

会前，新郑市文明办同志
带领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新
华路小学文明城市创建氛围
营造情况，现场解说文明城市
创建学校需要注意的重点和
事项，并认真解答老师们提出
的问题。

现场观摩结束后，在新
华路小学会议室召开了点评
会。会上，新华路小学和实
验中学首先介绍了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经验，并根据学校
实际提出了良好建议。接
着，新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孙现民紧密结合前段时间对
教育系统创文工作检查中存
在的问题，从 8个方面一一
作以指导和要求。针对下一
段教育系统创文工作，他指
出，教育系统是创建文明城

市的主力军，要走在全市创
文工作者的前头，认真对标
测评体系，细化责任分工，明
确时间节点，首先做好 6月
20日郑州市迎检工作，为省
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

最后，新郑市总工会主
席、“双迎攻坚”办常务副主任
刘彤标提出：一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各中小学校一定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
府对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目
标和具体部署上来，助力新郑
市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二
要明确分工、扎实推进。要按
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原
则，采取有效措施，高标准、高
质量、高效率地推进，确保不
留死角、不漏项目、不存盲
区。三要精心指导、强化督
查。教育系统创文工作事关
全市创建工作大局，教体局作
为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作
为，联合市“双迎攻坚”办督察
组，切实加强对中小学校创建
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乔颖 文/图

本报讯 6月 1日上午，新郑
市泰山中小学研学旅行基地启动
仪式在龙湖镇泰山村千稼集景
区举行。新郑市副市长周建超，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教育体
育局、龙湖镇的相关负责人以
及部分中小学校少年儿童参加
了启动仪式。

泰山中小学研学基地是集学
习方法训练、情智培养、科学创新
及文化交流为一体的专业教育服
务机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将
课本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进行有

机的结合,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综合实践教育的研
学旅游基地。它将与新郑黄帝故
里、郑国车马坑等景区连点成线，
打造郑州乃至河南主题鲜明、影
响深远的研学旅行精品线路。

该基地占地近50亩，场馆近
1万平方米，分别由汉字体验馆、
科技馆、才艺馆、手工馆、职业体
验馆、智慧课堂和创客工厂七大
部分组成。这是中国乡村旅游示
范村——泰山村，在成功打造千
稼集乡村休闲旅游产品的同时，

重磅推出的又一款高品质的研学
旅游产品。

启动仪式上，周建超说，泰山
村此次推出的研学旅游产品，规
模大、品位高，内容丰，实践性强，
开辟了新郑研学旅游的新天地。
他希望，泰山研学游基地能够树
立高标意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遵循研学游规律，精心设计
研学课程，打造新郑乃至郑州一
流的研学游基地，让广大中小学
生在实践中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记者 杨宜锦

泰山中小学研学旅行基地正式启动

新郑市召开教育系统
文明城市创建示范点观摩会

本报讯 5月 30日，新郑
市召开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
制”工作推进会，对加强路长
制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再加
压。新郑市领导苗瑞光出席。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郑
州市二七区解放路办事处“路
长制”工作宣传片，领学上级
有关文件精神，对前期龙湖
镇、孟庄镇 55条道路问题普
查大排名情况进行通报，并将
制作的龙湖、孟庄两镇 5600
余件“路长制”问题清单视频
进行播报。

苗瑞光说，龙湖镇、孟庄

镇各级路长要提高思想认识，
明确责任分工，夯实路队建
设，做一名能管、善管、精管、
细管的领导干部；同时，他希
望市路长办要做好服务指导
考评工作，按照郑州市道路升
级达标“千百十”方案，督促龙
湖镇、孟庄镇做好规划、打造
和申报工作，力争全部路段达
到优秀标准，奋力向卓越路段
提升，治理出与龙湖、孟庄百
强镇相匹配的镇容镇貌，为郑
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
力量。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召开城市精细化管理
“路长制”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