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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以服务群众的实效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效

本报讯 为引导党员干部铭记革
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10月20日，明湖办事处东风社区党支
部组织党员前往巩义市“豫西抗日纪

念馆”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豫西抗日纪念馆作为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沦陷区建立
的十九块较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为

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当天，党员们走进红色教育基
地各展室，看到了当时用的马灯、战
士穿过的布鞋，在讲解员的介绍下
共同重温豫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
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感受党
领导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艰苦奋
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活动中，社区党支部书记还带领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此次红色之旅让全体党员干部的
心灵受到了洗礼，信心更加坚定。大
家表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忘入党初心、
牢记职责使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担当尽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永凯 文/图

本报讯 10月 18日，经开区城市
管理局赴中原英烈纪念馆参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激励全
局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在中原英烈纪念馆大厅党旗前，全
体党员干部面向党旗、举起右拳，高声
宣读了入党誓词。重温入党时的决心
和信念，激励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终
守初心、担使命。随后,大家逐一参观
了以“载梦启航”“寻梦浴血”“为梦奠
基”“追梦扬帆”和“筑梦新时代”5大篇

章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教育展。学习回
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
和郑州在历史年轮中的发展历程，深刻
体会了郑州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一幅幅珍贵的革命照片，
一个个熟悉的英烈名字，一幕幕惊心动
魄的战斗场景，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
事，一幅幅描绘郑州发展变化的鲜活画
面，使党员干部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心
灵受到无比震撼，展开了一场关于“初
心与使命”的精神对话，感动着在场的
每一个人。

活动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挥好

新时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
城市管理更精细、更高标、更智慧。
记者 王赛华 柴琳琳
通讯员 尹洲杰 文/图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优秀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10月 22
日，区房管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集中观看《榜样 4》专题节目，节
目中老英雄张富清等一批优秀共产
党员和党组织的先进事迹感人肺
腑，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精神风
貌，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

献的精神风貌。
观看结束后，在场的党员干部深

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
定要以优秀党员们为榜样，牢记党员
身份、加强党性修养，立足于本职工
作岗位，尽职尽责、扎实工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葆党员本色，争做出
色的时代“榜样人”，为经开区的房管
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记者 王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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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革命精
神，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近日，九龙办事处辖区各村党（总）支
部相继开展“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当天，肖庄村全体党员干部来到
中原豫西抗日纪念园，大家认真聆听
豫西抗战历史背景的介绍，参观了密
北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八路军司令部
旧址等展厅，深刻感受革命先辈献身
革命、顽强抗争、不畏牺牲的共产主
义信念；西贾村全体党员干部来到八
路军后方医院革命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先后参观了医院窑洞旧址、八路
军后方医院等革命根据地，了解到革
命先烈战斗历程及生活经历，开展了
缅怀革命先辈，“学习弘扬红色革命

精神、争做合格党员”红色教育活动；
八里湾村全体党员干部到登封豫西
抗日根据地接受红色基因传承教育，
学习党史和抗日斗争史，传承红色基
因，铭记初心使命。通过现场教学，

让八里湾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新时代
党的要求，重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
幸福”的坚定信念。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刘强 文/图

本报讯 10月 17日，经开区政务
服务中心全体党员参观中原英烈纪
念馆，接受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

在英烈纪念馆，党员们参观了
“星火燎原土地革命战争厅”“逐鹿中
原解放战争厅”“砥柱中原抗日战争
厅”“风起云涌工人运动的开展与革

命大浪潮纪念厅”4个主题展厅，认真观
看了各个展厅的革命图文介绍、珍贵
文物；学习了吉鸿昌、吴焕先、叶成焕、
杨靖宇、焦裕禄、任长霞等革命先烈
和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

参加活动的党员们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将时刻牢记他

们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事迹，继承和
弘扬革命传统，以更饱满的热情和奋
发进取的精神投入到政务服务工作
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
锐意进取、无私奉献，为经开区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柴琳琳

本报讯 10月 18日，京航办事处
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到中原英烈纪念
馆，围绕“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
命”主题进行参观学习。

当天，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带领全
体党员干部在中原英烈纪念馆大厅

党旗前，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
誓，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共产党人信
念和为共产主义使命奋斗终生的决
心。随后，大家逐一参观了“以载梦
启航”“寻梦浴血”“为梦奠基”“追梦
扬帆”和“筑梦新时代”五大篇章的主

题教育展。一个个熟悉的英烈名字，
一幅幅珍贵的革命照片，使党员干部
们受到了一场关于“初心与使命”的
精神对话。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宋前萍

九龙办事处
以更务实的态度干好本职工作

明湖办事处东风社区
不忘入党初心 牢记职责使命

京航办事处
发挥好新时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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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2日，区农经委党支
部开展第三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课活动。相关负责人结合
所分管业务工作实际，围绕坚定理想
信念，做“对党忠诚为党尽责的合格党
员”这一主题进行讲述。对党忠诚，就
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

位，就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
要时时处处维护党的形象。坚定信念，
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理论武
装的重中之重，领悟系列重要讲话所
包含的思想之魅力、文化之魅力、哲学
之魅力，打牢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

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四个注重”争
做合格党员，注重学习提高、注重勇于
担当、注重严于律己、注重转变作风，
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切实守住自己
的心，管住自己的行，真正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
记者 柴琳琳

区城市管理局
推动城市管理更精细、更高标、更智慧

本报讯 为切实营造出浓厚的学习
氛围，使主题教育真正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近日，祥云办事处组织科级干部
到村和企业，开展送党课进支部活动，
为 10个党支部的 600余名党员送去了

“精神大餐”。
此次专题党课围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这一主题，阐述学习教育的背
景、总体要求、具体内容及主要措施，运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贴切的事例，

增强党课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全办党
员积极投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争当合格党员，为建设美丽祥
云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记者 柴琳琳

祥云办事处
送党课进支部助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10月19日，前程办事处韩
庄村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推进会暨第四季度党员大会。
韩庄村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全体
党员共计65人参加。

当天，韩庄村党员干部一行来到九
龙政治生活馆，学习党的历史，重温入
党誓词。通过参观学习，大家被不同历
史时期英雄事迹所震撼，被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精神所
感动，再次坚定了不忘初心跟党走、牢
记使命勇担当的信念。

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观
看了《初心从未改变》红色教育短片。
随后，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题为大家讲授党课，从为
什么要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现

实意义、如何坚定“四个自信”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解读，让大家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使命。

此次活动，强化了党员的身份意识
和责任意识，激发了党员的政治热情，
增强了党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梦娇

本报讯 10月18日，经开区教文体
局以“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
为主题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学习研讨
会上，区教文体局负责人围绕“传承红
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带头作研讨交
流发言，他谈到，无论是理论学习，还
是工作实践，都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工作做深

做实，高标准完成教育教学工作；要不
忘公仆情怀，牢记职责使命，始终敢于
担当，树立强烈的担当意识，做到立足
岗位、履职尽责，想在前、干在前，以工
作实绩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效；要坚守
政治底线，认真学好党章党规党纪，并
以此为镜，带头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要求，
始终做到清正廉洁。

通过此次集中学习研讨，与会人员
进一步深刻领悟了习近平总书记“三个
怎么来的”谆谆教导，也为对照党的初
心和使命，对照革命先烈、英模人物等
检视差距不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记者 王赛华

前程办事处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勇担当

区教文体局
带头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区农经委
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本报讯 10月22日，区国土分局
党支部党员代表集中观看《榜样 4》
专题节目。节目聚焦“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通过讲述老英雄张富
清、西辛庄村支书李连成等 9名榜样
事迹，嘉宾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
等形式，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坚定信

仰、担当作为、服务群众、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貌，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执着坚
守。观看结束后，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
精神洗礼，榜样的力量普通而不平
凡，细微却令人感动。

区国土分局党支部全体党员将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
作落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增
强行动自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断推进国土资源事业发展，为服
务经开区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一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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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2日，新兴产业服
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介
绍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典型事例的专题节目《榜样 4》。专
题节目《榜样 4》聚焦“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主题，对 6位共产党员、1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典型事迹进行
了集中报道，其中讲述了时代楷模
张富清的故事、“敢于吃亏、乐于吃
亏”的李连成、“初心不变、青春无
悔”始终在脱贫第一线的黄文秀、
“太湖鸿雁”的唐真亚、“宁愿一人
脏、换来万家净”的李萌、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隋耀达以及“嫦娥四号”工

程党组织代表。用鲜活的故事讲述
了他们的初心和使命担当，彰显了
共产党人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
奉献的宝贵精神，迸发出催人奋进
的强大榜样力量。

观看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节
目中先进和榜样淡泊名利的高尚品
质、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对自己影响
很大、触动很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坚定信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榜
样精神激励自己，努力争当先进、勇
于担当作为, 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积极投身工作中去，用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和使命。记者 柴琳琳

区房管局
立足本职岗位
尽职尽责扎实工作

区国土分局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不断推进国土资源事业发展

新兴产业服务局
努力争当先进
勇于担当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