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2

中原 时 报

2019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
编辑：李无双 美编：王小羽 校对：邹晓梅

政务

中原区委书记乔耸到协作路观摩调研

让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更
“接地气”
本报讯 3 月 21 日 ，中 原 区 委 书记
乔耸到协作路调研指导街景整治工作。
乔耸首先实地查看了协作路北段沿
街整治情况，对立面楼体粉刷、门头规范
统一、门店台阶铺设、空调清洁移位、隔
离栏绿植养护、树穴填充改造等提升整
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
乔耸来到协作路南段，
认真听取
了现场讲解，
建设路街道负责人重点介绍
了协作路文化墙打造的意义及设计过程。
在“忆往惜”第一篇章，
乔耸一行重温

了中原工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郑州市中心
医院、
河南五建集团、
河南工人文化宫等共
建单位的发展历程和老故事，
对该篇章深
挖历史文化、
老照片的选用给予赞赏。
在“看今朝”第二篇章，通过现场看
“聚合力、靓街道、齐动员、塑新颜、保畅
通、促和谐”六大版块，现场人员切身感
受到建设路街道辖区的蝶变历程。
当走到“展未来”第三篇章“美丽郑
州建言献策”主题墙前，看到放学的小学
生在留言板上认真留言时，乔耸表示，该

墙面上的建办 e 家公众号、信箱、留言版
等多元化设计元素拉近了与群众的距
离，及时了解了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很亲
民，
效果不错。
最后，乔耸对协作路整体提升工作
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要在打造特色街巷的
同时，
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要让居民群
众参与环境整治更加
“接地气”
，
主动参与
到路段及文化墙后续的管理和维护当中，
共同营造干净、
整洁、
优美的城市环境。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亚芳

抓学习 促提升 谋发展

为进一步抓好中原区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工作，
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理
论学习效果，
中原区委宣传部紧紧围
绕区委提出的“提高工作站位、
提高工
作标准、提升干部素质”要求，
在全区
开展了“学习之星”评选活动，
各单位
每月推选出一名“学习之星”。
《郑州晚
报·中原时报》特开辟专栏，
展现“学习
之星”的学习成果，
供大家学习借鉴。

中原区人社局副局长杜书平：

如何进一步做好党建工作

乔耸到区委老干部局调研指导工作

为老干部服务好 把老年人关照好
本报讯 近日，中原区委书记乔耸到
乔耸对中原区关工委近几年来紧紧
区委老干部局调研指导工作，
看望了范超
围绕中央关于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
德、
邢影等老同志，
察看了中原区关工委、 要指示精神，发挥自身优势所做的教育
老干部工作资料，
对中原区关工委围绕青
引导、帮扶关爱辖区青少年的大量有益
少年素质教育系列活动所编写的《中原区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中原区关工委
优秀儿歌创作活动获奖作品集》
《全国素 “两个中心”的创新工作表示赞同。
质教育系列活动中原区优秀获奖作品集》
乔耸表示，
老干部工作和关工委工作
等书籍认真翻阅。同时，
观看了中原区关
是
“一老一少”
的工作，
做好这两项工作意义
工委、老干部工作汇报视频，听取了有关
重大。中原区委老干部局、
区关工委要站在
近几年区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的汇报。
讲政治的高度，
认真扎实抓好工作落实。

针对下一步工作，乔耸强调，中原区
委老干部局要竭诚为全区老干部服务
好，把辖区老年人关照好，通过落实好党
的老干部政策、开展丰富活动，把工作做
细做实，达到老干部满意，不断激励广大
老同志的正能量迸发出来、
传递开来。
中原区委老干部局、
区关工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他们将积极作为，
奋力开创中原
区老干部工作和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
助力
“四个中原”
建设。 记者 张改华

区领导带领观摩团到协作路调研指导工作

道路提升改造要有文化有温暖有品位
本报讯 3 月 19 日，
中原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晓雷，副区长刘斌带领 14 个街道
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到协作路，
对文化墙及
道路整治提升情况进行实地观摩调研。
观摩团一行首先实地查看了协作路
以南文化墙，听取了二三级路长的现场
讲解，对文化墙“忆往昔，看今朝，展未
来”3 个篇章的设计理念、整体效果给予
了充分肯定，随后，又来到协作路以北对
沿街楼体粉饰、台阶铺设、空调移位、见

缝插绿等路段整治提升项目进行了实地
观摩。
随后，观摩团来到协作路社区服务
中心召开会议。李晓雷表示，道路提升
改造不能浮于表面，要充分挖掘历史资
源，让历史活起来的同时，能够融入世界
眼光，突出郑州特色，展现中原出彩，要
有文化、有温暖、有活力、有品位，要让老
百姓能够找到共鸣，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要真正让居民

群众由享受者变成管理者，在享受公共
服务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共同感受
文化气息，从文化中去感受温暖，感受到
郑州就是我的家。
各街道要大胆开拓思路，沉下心去
挖掘，解决好路段整治提升中“面子”和
“里子”的问题。各街道负责人在各自的
岗位上要履职尽责，以上率下，努力把工
作干好，
实实在在地把工作抓好、
抓实。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曾玉

中原区召开 2019 年一季度
经济运行及财税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 3 月 15 日下午，中原区召开
2019 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工作会议。会议
由中原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晓雷主持。
区政府班子成员，区发改统计局、
区财政
局、区税务局等区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14 个街道党政正职参会。
会上，
区发改统计局就2019年一季度
主要经济指标预计完成情况进行了汇报，
并提出实现一季度目标任务的具体措施。
中原区财政局对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完成情
况及一季度财政收入预计完成情况进行了

汇报，
并从以房地产项目为抓手、
加强非税
收入征管、
完善重点税源跟踪管理等方面
提出确保一季度开门红的具体措施。中原
区税务局就一季度税收预计完成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汇报，
并从优化征管服务、
加大土
地增值税清算、
抓好欠税清理等方面提出
确保完成首季开门红的措施。
中 原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区长
那磊通报了前两个月中原区各项经济运
行指标在全市的排名情况，
并全面客观分
析了当前面临的财政税收形势，
对实现首

季度开门红提出几点意见：
要把握主导行
业税源，
针对财税部门列出的能够产生税
收的项目，各街道要高度重视，帮助企业
解决问题，
协助企业及时入库。要摸清底
数，
精准服务。财政部门要紧盯国有企业
体制改革后，财税体制变化的问题，落实
八大平台公司在中原区交税问题。要进
一步完善奖励办法，
加大财税目标任务的
奖惩力度。财税部门及各街道一定要紧
盯目标，
全力以赴，
确保完成首季开门红。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王洪

中原区政协召开九届二十一次主席(扩大)会议
本报讯 3 月 21 日上午，中原区政协
主席王正轩主持召开中原区政协九届二
十一次主席（扩大）会议。中原区政协副
主席韩根有、韩世昉、张冠军、金红，机关
各委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全国两会会议精
神，审议了区政协 2019 年度工作要点，审

议 通 过 了 区 政 协 提 案 工 作 条 例（修 订
稿），审议确定了区政协 2019 年度重点提
案，研究了区政协 2019 年度协商、
调研课
题以及区政协落实省委办公厅《加强新时
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相
关工作，
安排部署了区政协九届十四次常
委会议有关工作，听取了各位副主席、各

委室近期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王正轩对区政协机关全体人员的辛
勤努力表示肯定。对今年的工作，他说：
一要肯定成绩，
鼓足干劲；
二要认识不足，
尽心履职；三要脚踏实地，切实加强党建
工作；
四要振奋精神，
拔高坐标；
五要加强
作风建设，
提高工作质量。记者 张改华

党建工作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基
石。如何做好党建工作，
是当前一项重要工
作。中原区人社局副局长杜书平近日说，
通
过深入学习党的理论，
自己受益匪浅、
感触颇
深，
对党务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做好党建工作
有助于培养出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
队伍，帮助各党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由此看来，党建工作能够
大大推进人社工作进展，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围绕服务中心、建设队伍两大核心
任务大力加强党建工作。
杜书平表示，2018 年，
中原区人社局党
的理论学习紧密结合当前实际，具有极强
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大家对党支部的
标准化建设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设置与换
届、党员发展程序、规范党费收缴、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
三会一课开展、
党员积分量化
管理、
谈心谈话活动组织、
党支部书记民主
评议活动组织、党建阵地的设置等各项工
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增强了今后
更好地履职尽责，开展好支部工作，将支
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的信心。
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尤其是在党员
发展这一块，
其对党员发展和管理的各个环
节和规章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
深入系统地
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新
变化、
新要求。组织工作涉及面广，
政策性、
法规性、
专业性强，
是一项具有系统性、
复杂
性、
具体性的工作，
不容有丝毫闪失。全局
将更加深入地掌握组织工作的基本知识，
针
对支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
总结，
进一步解放思想，
创新方法，
提高业务
水平，
全面提高支部工作，
铸牢堡垒。
2018 年，中原区人社局党的理论学习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针对性强，效果优
良。既有支部分组讨论、大会交流研讨，
还有现场教学——赴郑州市须水街道举
办“ 我 是 共 产 党 员 请 看 我 ”教 育 实 践 活
动。全体党员政治理论素养有了更加全
面的提高，理想信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强
化，党性修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组织观
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也促使大家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必须始终坚持党性锻炼，
不断充实提高，率先垂范、不断增强“四种
意识”，切实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
推动支部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杜书平说，通过一年的理论学习，让
党员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
短，对于今后开展各项工作大有裨益。今
后，中原区人社局党支部全体党员将进一
步解放思想，克服困难，爱岗敬业、做一名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四有”党员。努力把学习上的
收获转化为推进人社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以
党的学习培训为契机，
努力把学习上的收获
转化为推进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把党性锻炼
成果转化为对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作风，为人社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张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