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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8日~16日，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将在郑州举办。按照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执
委会和郑州市委宣传部统一安
排，5月31日，航空港实验区在沃
金商业广场举行了距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00天倒计时集中宣传活动。

当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主办方设置了 LED电子屏，上面
显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倒计时 100天。现场
还设立了“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

运动会”100天倒计时签名墙，很
多人踊跃签名。

文艺表演精彩纷呈，IT产业
园社区服务中心、育林公司、文教
卫体局、郑州师范学院等选送了
独唱、文诗朗诵、合唱等节目，《中
国梦旗帜高高飘扬》《幸福中国一
起走》等节目受到观众好评。

航空港实验区党群工作部副
部长、IT产业园社区服务中心党
工委书记王继跃在致辞中说，此
次运动会意义重大，航空港实验
区将不断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
携手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增强

“主人翁”“东道主”意识，以热情、
周到的服务，展示新时代航空港
实验区的良好风貌和新时代出彩
河南人的崭新形象，为全国民族
运动会贡献力量。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文/图

当好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东道主”

本报讯 又是一年端
午节，粽叶飘香思爱国。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爱国主义
情感，5月 31日，航空港实
验区张庄办事处举行“寄
情端午诵华章·建功立业
新时代”征文诵读活动，办
事处全体机关干部参加了
此次活动。

朗诵活动中，来自办
事处各科室的 9名职工代
表结合工作实际，声情并
茂地诵读了《寄情端午 爱
我中国》《鲜车怒马 唯我
中华》《为了那神圣的称
号》等作品。诵读者时而
激情澎湃，时而浅吟低诵，

在文章中传达心中的情意
和美好的祝愿。现场观众
用心倾听，从作品中感受到
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中华
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干
部职工的文化生活，又深
化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营造
了文明、和谐、温馨的节日
气氛。同时，办事处引导大
家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增进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感，激励大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而砥砺前行。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阎勤勤 曹倩倩 文/图

旗帜永飘扬 壮阔新时代

征集“红色家书”和先进典型
本报讯 郑州市委组织部将

在今年“七一”、“十一”前后在全
市开展“旗帜永飘扬 壮阔新时
代”主题系列活动。6月 3日，航
空港实验区党工委组织部下发文
件称，航空港实验区将征集和推
出相关内容。

“致敬·传承——红色家书”
活动：每个单位按要求至少推
荐 2篇，并于 6月 14日前征集并

报送。
“支部书记谈党建”系列微党

课活动：每个办事处（IT产业园社
区服务中心）推荐1名先进典型，
于 6月 6日前报送《郑州市“支部
书记谈党建”微党课活动推荐
表》，报送审核后向各单位反馈情
况，各单位根据反馈情况组织摄
制视频。

郑州市第二届“党徽闪耀中

原”主题摄影大赛：每个单位按照
相关要求和标准推荐不少于 5幅
（组），于8月1日前报送。

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组织部
将利用“航空港先锋”微信公众号
同步征集和推出相关内容，择优
推荐给郑州市委组织部。

联系方式：61736585
邮箱：zzhkgqdyjyzx@163.com

记者 王军方

党群工作部
举办“新时代青年讲习所”宣讲员培训班

本报讯 5月 23日~24日，航
空港实验区党群工作部举办了“新
时代青年讲习所”宣讲员培训班。

此次培训采取多种教学形
式，邀请省委党校和省团校专家
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宣讲员围绕
“新时代青年讲习所”“十讲”（讲
先进思想、讲形势政策、讲法律法
规、讲警示案例、讲成长成才、讲
实用技能、讲创新创业、讲家风家

教、讲历史文化、讲文明礼仪）进
行说课交流，并赴圆方集团党建
学院进行现场观摩学习，开展唱
国歌、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重点突
出、针对性强，促进了宣讲员之间
的交流分享，达到了互相启发、共
同提高的效果。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孙熙汝 文/图

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取消12项审批手续，减少17个审批环节

本报讯 航空港实验区规划
市政建设环保局贯彻落实省市
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
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的重要举措，营造最优营商
环境、当好贴心“店小二”。6月
4日，该局召开“放管服”改革工
作推介会，邀请 100多家产业项

目和房地产项目的 150多名企
业代表参会。

据了解，该局取消审批手续
12项、减少审批环节 17个、精简
审批材料 125项，与国家法定审
批时限相比压缩66个工作日。

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局长
吴江涛表示，全局上下将切实增

强“放管服”改革工作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齐抓共管形成有效推进
“放管服”改革工作的强大合力，
强化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以更
大决心和力度将“放管服”改革推
向纵深，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
群众满意度。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张广

本报讯“这次出去之后……
我一定戒掉网瘾，重新做人，遵纪
守法！”近日，在郑州航空港区外
国语小学传出哽咽的声音，原来
这里进行着一起刑事案件的公开
庭审活动，被告人杨某在最后陈
述时泪流满面，声音颤抖。

近日，为提高青少年法治意
识，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航空港实验区检察院联合港区法

院，把一件盗窃案件的庭审现场
搬到了学校，让全校数百名师生
“零距离”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和
温情。

截至今年 4月底，港区检察
院受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数字
为零。“仅 4月份就有 4所学校邀
请我们去学校讲授防性侵课程，
我们近期准备对教师队伍进行培
训，让学生受到更加全面的保

护。”航空港实验区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李晓佩说。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翟晓琳 白锐洁 文/图

护苗行动
检察院联合法院将法庭搬进校园

为幸福航空港为幸福航空港
““加码加码””

张庄办事处
举办端午节征文诵读活动

本报讯 5月 31日，航
空港实验区八千办事处举
办“弘扬爱国志 奋进新时
代”主题朗诵比赛，参赛选
手结合自己对爱国主义的
深刻理解及感悟，通过鲜
活的内容、动人的事例，用
深情激昂、富有感召力的
语言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朗
诵，展现了八千办事处良
好的精神风貌。

参加本次比赛的24名
选手，有来自办事处各部
门的机关干部，也有来自
各村的党员干部，均为各
条战线上的优秀代表。
比赛体裁包括纪念红色
革命历史、歌颂老一辈革
命精神、赞颂改革开放丰
功伟绩、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激励青年勇于
奋斗的诗歌、散文、小故事
等，朗诵内容主题鲜明、观
点新颖，具有较强的创新
性、欣赏性和时代性，能反
映积极向上的精神和“青
春、责任、奉献”的价值观
和道德观。

八千办事处主任王军委
说，举办本次朗诵比赛，目
的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提高爱国主义意志，
激发广大党员的爱国热
情，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
足岗位，建功新时代、勇担
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进
一步营造办事处良好的
精神风貌，继而为推动八
千的建设与发展凝聚起
更广泛、更强大的力量。

八千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陈艳霞表示，希望广大
青年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
念，做有志青年；锤炼品格
修养，做有德青年；立足本
职岗位，做有为青年。她
希望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增
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的
抱负和追求与办事处的发
展有机融合，在推进办事处
更快更优发展中书写精彩
人生，在千磨万击中练就过
硬本领，锤炼扎实作风，从
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地前进，在各项工
作中勇挑重担，创造实实在
在的人生业绩。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师晓璐 文/图

八千办事处
举办朗诵比赛 弘扬爱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