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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改华 通讯员 徐克镜 张明博
文/图）礼赞祖国，我心向党，喜
迎“七一”。7月1日上午，在二七
纪念塔前，二七区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跟党走”
大型广场纪念活动，以唱响红歌、
诵读诗歌、重温誓词、缅怀先烈等
形式，庆祝建党98周年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上午8点整，伴随着
二七塔的钟声响起，由二七区教职
员工、医务职工、机关党员代表组成
的“广场合唱团”和公安干警、环卫
工人、消防战士、企业工人、城管执
法队员、党员志愿者、机关党员干
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等10个广
场列队共计1200余名党员，应声高
歌《东方红》，拉开活动帷幕。

现场，“弘扬二七精神，继承
光荣传统”“奋进新时代，出彩二
七人”等红色条幅迎风飘扬；身穿
老军装、佩戴光荣勋章的退伍老
兵、老党员、劳动模范代表和优秀

“先锋党支部”负责人、“先锋共产
党员”代表在巨幅党旗旁肃然站
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二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本次活动是二七区庆祝建党98周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将弘扬“二

七精神”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主要抓手的生
动实践，将进一步教育和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
精神力量，为打造“三个二七”、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中原更加
出彩贡献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
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7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
当天郑州高新区与郑州大学共
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校”签约和揭牌仪式在郑州
大学举办。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校”将以党建共建为切入点，依
托郑州大学优秀的师资、人才、文
化和信息资源，结合高新区的实
际情况，整合资源，与郑州大学
在党建、理论学习、社会实践、人
才交流、思想宣传等各方面开展
全方位合作，高标准打造“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校”，建

设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
阵地”和校地党建“共建共赢”的
示范点，进一步夯实高新区的党
建基础。

据悉，目前，高新区党工委下
辖 10个基层党（工）委（党组），
392 个基层党组织，党员数量
10128名。

大河路街道
表彰4个先锋党支部

6月 29日上午，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98周年，回顾党的光
辉历史，表彰先进，鼓舞干劲，激
励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攻坚克难，惠济区大河路街
道组织召开庆祝建党98周年“大
河先锋”表彰大会暨“双报到、双
奉献”动员会。街道党工委书记
段祥生、办事处主任皇甫海林、全
体机关干部、各村三委成员、村民
组长、党小组长、各非公企业党支
部书记等近300人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街道党工副书记
段江卫宣读了表彰决定，会议对
4个先锋党支部、6名先锋共产党
员进行了表彰，激励引导全街道
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必
胜的信心对待工作，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干出大河人新风采。

党工委委员赵鹏程宣读关于
开展“工作在单位、服务在社区
(村)、奉献双岗位”志愿服务活动
及“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实施方
案，并对活动开展提出了要求。

办事处主任皇甫海林对“迎民
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表示

街道上下要统一思想认识，高标准
开展辖区环境综合整治，充分展示
出美丽大河、魅力大河的新形象。

刘寨街道安排部署
“双报到、双奉献”工作

7月 1日刘寨街道组织召开
庆祝建党98周年“刘寨先锋”表彰
大会暨“双报到、双奉献”动员会；
街道全体科级干部、机关干部、辖
区各村（社区）三委成员、辖区非公
企业党支部代表、受表彰的人员，
区委统战部、团区委、人社局、住建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
城市管理局机关在职党员代表共
计3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首先，街道纪工委书记任志
杰宣读了表彰决定，对街道涌现
出的先锋党支部、先锋共产党员
进行了表彰。办事处副主任张东
旻对“双报到、双奉献”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党员代表就“双报
到、双奉献”工作作了表态发言。

街道党工委书记禹金丽表
示，“双报到、双奉献”活动是拓宽
各级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
的一种渠道，我们要明确此次活
动的重要性，明确此次活动的时
间节点，明确此次活动的意义，严

格按照实施方案开展工作。

江山路街道
举行文艺汇演活动

6月 28日下午，江山路街道隆
重举行庆祝建党98周年“七一”表
彰大会暨文艺汇演活动，热烈庆祝
党的生日，表彰先进、激励士气、鼓
舞干劲，进一步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团结拼搏、扎实苦干，为江山路街道
更好更快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会上，对一年来街道涌现出
来的先锋党组织、先锋党员和优
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全体
党员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铁群的
带领下集中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铁群表
示，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承
是为了把党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希望每一名党员干部在缅怀
历史中牢记责任，在展望未来中激
发动力，大家要主动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以最坚定、最自觉、最实
在的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最后，
街道举行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红
歌唱响中国梦”文艺汇演活动。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王贤 张静静 张凤仪
崔璐 张梦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
为能做好一根能穿针引线的
“针”，根据辖区经济社会发展
现状，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基层
政府职能转变，以杲村党群服务
中心为引领，辐射瀚宇社区、琉
璃寺村党群服务中心，形成“服
务矩阵”。杲村党群服务中心
是“矩阵之眼”，始终秉持“党建
引领、党群联动、多元参与、活动
联办”的运营理念，通过“党群服
务+特色项目”，探索实行“3+4+
3”运营模式，当好村民的“勤务
员”，做好百姓的“大管家”。

据杲村村委会党总支书记
宋同亮介绍，杲村党群服务中
心建筑面积 3600平方米，分为
3个楼层，设有便民服务大厅、
便民餐厅、村史馆等 22个功能
馆室。中心对村中党员实施定
岗、定责、定奖惩，充分调动党
员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使党员
成为村级服务的骨干队伍；鼓
励党员群众加入志愿者队伍、
自觉参加志愿服务，使志愿者
队伍成为村级服务的补充力
量。以每月6日“党员活动日”
为契机，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生活在杲村的人们，共同
见证了新时代下平凡生活增添

的缤纷色彩，“我们需要什么，
村里就给咱提供什么，手机上
一点，啥都办妥了”。杲村充分
发挥基层服务职能，开展“便
民、智慧、精细、文化”四项服务
主题实践活动，创建了服务群
众工作品牌。高标准打造精品
服务窗口，建立居民服务需求
信息库，开通居民服务专线，实
现服务对象与智慧服务平台的
实时互通；围绕村中的文明人
文明事，创办杲村文化节；围绕
和睦家庭，开展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进万家活动，推进乡村文
化服务共建共享。

杲村积极构建以“收集、分
析、处置”为核心的“三大”民情
服务处理机制，搭建了全覆盖、
无缝隙的服务网络，切实打通
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推行“4+2”工作法，对重
大事项决策实行支部提议、村
“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
民代表大会决议，并对决议及
实施结果进行公开。需跟进办
理的事项，通过村干部领办、上
级部门协办进行处置；需多方
协调解决的民事纠纷、利益冲
突等，召开村级事务协调会进
行协商调解。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翠
通讯员 罗刚

千名党员二七塔下高歌献礼党的生日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校”揭牌

惠济区三街道召开
庆祝建党98周年表彰大会

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当好百姓“大管家”
以杲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引领，形成“服务矩阵”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冯振兴）曾经
路面坑洼不平、电动车随意停
放……现如今青砖灰瓦的仿古
建筑，精心雕琢的街头微公
园，人物雕塑、字画等呈现古
街的文化元素、二八大杠的自
行车……让穿越千年的老街更
有内涵。“以前的违章搭建变成
了小广场，如今一步一景在家
门口就能旅游。”家门口的改变
对于世代都住这里的海新景来
说又增添了许多情怀。

群众的满意度是检验一切
工作的根本标准。顺应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管城回
族区2019年计划完成366个老
旧小区、91条背街小巷改造任
务，计划投入经费约6.72亿。由
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区城市管
理局牵头，对辖区老旧小区和背
街小巷进行改造提升。截至目
前，第一批 131个老旧小区、22
条道路已全面施工。第二批
235个老旧小区和69条道路整
治项目已完成施工招标手续，正
在进行小区整治前施工准备。
两年内全区 587个老旧小区将
彻底“美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更足、更实。

据了解，管城区共有老旧
小区数量占到全市的1/3，总面

积 502万平方米，6.5万户，存
在建筑时间长、基础设施破旧、
配套设施缺失、卫生环境差、脏
乱现象突出、消防安全隐患大
等问题。

管城区委、区政府坚持将
老旧片区整治提升作为全省百
城建设提质工作的重要抓手，
作为老城有机更新、复兴的大
事，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城市面
貌的急事，顺应群众期待、造福
市民的实事。以老旧小区整治
为主线，综合支路背街改造，建
立了管城区老旧片区综合整治
模式，分别打造出以星月小区
为主线的“清真寺街片区”、以
货站北街 19号为主线的“货站
北街片区”、以金城街 12号为
主线的“金城街片区”。采取设
计、施工一体化，确保整治任务
按期完成。创新整治模式，建
立了老旧片区整治工程质量全
程监管，聘请了专业工程项目
管理公司，对老旧小区和支路
背街整治进行全程指导、监督、
管理，确保民生工程质量。在
老旧小区整治过程中，各办事
处分别采取“一征三议两公开”
等形式，对改造整治内容进行
宣传，发动群众参与，得到群众
认可和支持，前期违建拆除、清
理杂物等工作得到顺利实施。

管城区推进老旧片区
综合整治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