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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加快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快
“学习强
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
争取月底前在全
区实现
“全覆盖”
，
3月25日上午，
中原区召开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推进会，

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成小波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市、
区领导关于加强
“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工作的要求，
通报中原区各
街道、区直各单位学员注册率情况，
对区教
体局、
区卫健委、
区文旅局等推广行动迅速，

学员注册率较高的单位提出表扬。会议强
调，
各单位要及时传达落实会议精神，
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运用好
“学习强国”
学
习平台对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走向深入、
推动学习强国建设的重大

意义，
把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区委宣传部将继续对注册率未达到100%
的街道和区直单位进行督导，
对平台学习使用进
展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召开全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老旧片区整治提升工作推进会

加快推进重点区域老旧片区建设提质工作
本报讯 3 月 20 日上午，中原区委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副区长
符维主持召开全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老
旧片区整治提升工作推进会。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区百城建设提

质各项和老旧片区整治提升工作进展情
况，对下阶段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
相关单位要切实增强做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确任务，

因地制宜，
科学谋划，
按照上级要求，
结合中
原区工作实际，
抓紧修订完善2019年度工作
实施方案。突出重点，
把握关键，
加快推进
棉纺厂区等重点区域老旧片区建设提质工
作。完善机制，
加强协作，
形成合力，
相关单

位要相互协作，
密切配合，
切实把中原区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中原区自然资源局、
城建局、
房管局、
城
改办、
中原规划分局、
百城提质办和棉纺路
街道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张改华

擦亮党建
“金字招牌”促进企业发展
中原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集中挂牌
本报讯 按照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非
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规范统一挂
牌工作的要求，中原区高度重视，迅速安
排，对辖区“两新”党组织阵地建设、组织生
活、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规范，
有效促进了非公党建提质增效。
统一标识，规范阵地建设 中原区委组
织部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落实工作动员部
署会，
下发《关于对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挂牌的通知》，详细解释挂牌流程要
求、
排查注意事项、
党组织标牌制作的规范名

称等，
以党工委为单位，
统一制作标识72块， 摸索企业党建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集中悬挂。借助此次排查，
对照有场所、
有设
以点带面，示范作用明显 实施非公有
施、
有标志、
有党旗、
有书报、
有制度的
“六有” 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雁阵工程”，按照
标准，
发放《非公党建》90 余册，
更新制度 36 “四个一”
标准（一条清晰的思路、
一个管用
块，
对阵地建设进行进一步规范。
的载体、一套规范的制度、一种浓厚的氛
加强指导，严格组织生活 按照属地管
围），打造党建示范点 26 家。分批组织全
理和行业主管相结合的原则，
严格党建指导
区“两新”党务工作者到示范点观摩学习
员管理，
指导
“两新”
党组织健全
“三会一课”
、 170 余人次，孵化“两新”党组织 5 家，促进
组织生活、
党员管理等制度，
规范
“两新”
党组
全区“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水平整体跃升。
织在发展党员、
组织关系接转、
党费收缴、
党
发挥作用，促进企业发展 着眼
“两新”
员教育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积极在实践中
党组织建设企业先进文化、
促进企业健康发

助力中原新区建设

我们在行动

以党建带妇建 弘扬四自精神 争创巾帼业绩
本报讯 3 月 19 日，
中原区妇联召开各
级妇联组织助推中原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
量发展座谈交流会，
与企业深度融合，
了解
情况、
倾听心声，
发挥好妇联组织的引领、
服
务、
联系作用。中原区妇联、
中原新区妇委
会、
领秀服饰等12家企业妇联、
妇委会负责
人近30人参会。

座谈会上，中原区妇联号召，企业妇
联组织要结合行业发展实际，
围绕区委、
区
政府把中原新区作为中原区高质量发展主
战场的决策部署，
在妇联组织如何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上下功夫，
在中原新区建设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作用。各企业妇委会在围绕企
业发展中要主动作为，在提高女职工积极

性、关爱女职工和家庭方面需要下大力气
做大文章，以党建带妇建，弘扬四自精神，
争创巾帼业绩，积极引导广大女工为推进
中原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对于
座谈中企业提出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将认
真汇总梳理，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努力解
决。记者 张改华

围绕建设主动作为 服务新区建设中原

中原区城乡建设局进驻红松路等六条道路工程现场对接服务
本报讯 3 月 20 日，
中原区城乡建设局
带领建管科、
质监站、
安监站、
监察队一行，
来
到中原新区北部片区红松路等6条道路工程
施工现场，
深入调研项目建设情况，
对接项目
开工建设还需要区城建局协调解决的问题。
项目业主河南城投中和建方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了项目概况，
对工程项目筹备以
来，
中原区城乡建设局靠前服务、
主动作为、
敢于担当，
使项目按计划节点开工建设。

中原区城乡建设局对项目业主科学谋
划、
积极运作，
克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的重
重困难，
环环相扣推进立项备案、
规划、
图审
等各个环节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
并要求项
目对后续未完成建设手续加快办理进度，
争
取早日完善，
同时要求建设局各业务科室为
项目建设提前对接、
做好服务和监管。
区城建局各业务科室分别就项目建
设需要配合的工作要求逐一进行了交底，
并

提供书面清单给项目，
对项目各参建方提出
的问题给予详细的解答。
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纷纷表态，要
认真落实区城建局要求，以建一座工程、
树一座丰碑的理念，筑牢质量底线，扎实
推进项目建设，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向业主交上一个优良工程、精品工程，向
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为中原新区建设
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工会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 3 月 21 日,中原区工会二届五
次全委(扩大)会召开，总结 2018 年工会工
作，
安排部署 2019 年重点工作。
会议对今年全区工会工作提出要
求。一要强化政治理论，武装思想。各级
工会组织、工会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的基
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用好
“学习强
国”平台，做好多方面学习宣传，引导职工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树牢“四个意识”、增

强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
坚守政治
纪律、政治规矩。二要围绕中心，展现作
为。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一心两轴三区
六片两园”的发展战略布局，团结带领职
工群众找准建功立业的切入点，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充分激发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
活力。三要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创亮点。
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责任、强化措施，主

动作为、全力推进。在全面落实各项工作
任务的同时要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尤其在
真正将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努力方向，切实提高职工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四要勇于担当，实干
见成效。为全区工业事业的发展再上新台
阶，
为助力
“四个中原”
建设更加出彩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献礼。记者 张改华

展，
持续开展“双培养”
（将业务骨干发展为
党员，
将党员培养为业务骨干）工作，
使党建
成为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红色引
擎”
。郑州领秀梦舒雅有限公司成立“党员
突击队”
，
保证急难险重工作按时完成；
郑州
瑞阳养老院高护区（高龄、
失能、
高危老人护
理区）护士全部有党员（预备党员、积极分
子）担任；
新蒲集团党委将支部建在项目上、
工地上，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郑州仁
记体检院党支部定期组织党员开展公益义
诊，
赢得群众交口称赞。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政府办公室
召开 2019 年
全体（扩大）会议
本报讯 3 月 21 日，中原区政府办
公室 2019 年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中原区政府办公室科级干部及全体
工作人员，中原新区管委会、常西湖
新区管委会、特色商业区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区直各部门办公室主任及各
街道党政办主任参加会议。
会议对区政府办2018年工作进行
总结，
并安排部署 2019 年工作；
区金融
办负责人宣读全区政府办公室系统
2018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表彰通报、
政府
办公室 2018 年度先进个人表彰通报；
会议还对获奖单位及个人进行颁奖。
会议指出，
2018 年，
中原区政府办
公室在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
各街道、
区直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积极担当，高效服
务，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继续保持了
“全区领先、
全市一流”
的良好态势。
2019 年，中原区政府办公室要紧
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按照
“政治强、文稿精、运行畅、信息灵、督
查实、服务优、作风硬”的要求，鼓干
劲、强素质、提效能、重实干，实施“五
大工程”
（服务决策能力提升、政务效
能提升、政务枢纽畅通、政务保障提
质、机关素能强化），打造“五型机关”
（学习型、实干型、服务型、效率型、廉
洁型），实现“三个满意”
（领导满意、
基层满意、群众满意），继续保持各项
工作在全市政府办公室系统处于一
流水平，在全区处于领先位次，全力
推动办公室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刘赛 刘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