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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立足基层实际抓好主题教育

区财政局
到中原英烈馆开展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本报讯 10月 29日，经开区教文
体局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师德巡回演讲。此次活动是原定
的6场巡回演讲结束后，应区属各校的
要求另行增加的一场演讲。当天，经
开区滨河第一小学、经开区瑞绣小学

等8所学校300余名教师聆听演讲。
活动中，区祥云寺小学司瑞琴、外

国语小学岳纪红、实验小学吴双燕3位
师德演讲团教师结合自己的从教生
涯，从一件件校园故事开始，讲述自己
工作中的点滴小事、精彩瞬间。她们

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作为一名普通人
民教师躬耕于教育沃土，深植一线、无
私奉献的教育情怀，更展示了经开教
师不负重托、牢记使命的无悔担当。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经开区教文
体局党委坚持用正面先进典型，激发
广大党员教师干事创业的热情，从各
校挑选出一批师德高尚、工作成绩突
出的优秀教师，组建了师德巡回演讲
团，着力通过活动的开展让广大教师
心有典范、学有榜样。

区教文体局党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师德巡回演讲团自组建以来，收
到区属20余所学校的邀请。经统筹安
排，共举办巡回演讲活动 7场，听众达
1000余名，在区属各校引发了强烈的反
响，受到了广大教师和各校的一致好评。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郑然 文/图

京航办事处 用饱满的干事创业热情服务辖区群众

中建七局城投公司
出实招、见实效，将调查研究工作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本报讯 10月 28日上午，九龙办
事处党工委开展机关党组织和在职
党员“双报到”工作部署会。会上传

达了《关于推进全区机关党组织和在
职党员“双报到”工作的通知》的文件
精神。会议要求，党员干部要积极参

加“双报到”活动。机关党组织到办
事处社区党组织报到、在职党员到居
住地社区报到，号召党员要详细了解
社区建设情况，以服务群众为根本，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用情用心用力帮助社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争当服务群众的表
率，为社区建设多做贡献。

下一步，九龙办事处党工委将扎
实开展各项活动，与社区共驻共建，
为社区发展、管理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赵星 文/图

本报讯 10月 30日下午，经开区
建设局组织召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主题教育集中研讨会，局领
导班子成员及部分中层干部参会。研
讨会上，区建设局负责人全面系统地
阐述了对传承红色基因的深刻认识，

并对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照焦裕禄
同志“干部十不准”“十多十少”“五个
跟不上”检视自身，明确不足和今后努
力的方向。与会人员也纷纷结合自身
工作进行了逐一发言。

区建设局负责人要求，相关部门

要结合建设局工作实际，干好本职工
作。同时全局党员应以主题教育为契
机，多参加党员教育活动，学习党的历
史、强化党性修养，耐得住寂寞、守得
住清贫、经得起诱惑，做红色基因的传
承者、继承者。 记者 柴琳琳

本报讯 10月 29日上午，新兴产
业服务局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到黄河
博物馆进行实地参观，学习黄河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
观了序厅、流域地理、民族摇篮、千秋
治河、治河新篇、和谐之路 6个展厅。
600余幅照片、丰富的历史文献及珍
贵的文物标本辅以模型、录像、雕塑、
场景、幻影成像、三维动画、互动体验
等，生动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地理、地
貌、气候等自然概况，充分展示了灿

烂的黄河文化以及历代水旱灾害、河
患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利用、
治理开发的远景规划等。在千秋治
河篇厅，大家重温了历代治河名家的
事迹及群众同黄河水患斗争的英勇
事迹。参观后，党员们纷纷表示：“作
为党员干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
们必须在敬仰与图强中传承历史，在
担当与奋斗中开创未来，传承民族经
典，弘扬黄河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
记者 柴琳琳

本报讯 10月29日下午,郑州出口
加工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第三次集中学习研讨会,就“传
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展开专题
讨论。参会人员对照党的初心和使
命，对照革命先烈、英模人物，对照焦
裕禄同志“干部十不准”“十多十少”

“五个跟不上”等，结合自身工作进行
了深入思考，深刻检视反思。

此外，为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的
爱国主义情怀，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力
量，出口加工区还组织开展爱国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观影活动，
机关党员干部、委属企业职工及入区

企业职工共百余人参加活动。观影
后，参加人员纷纷表示，将不断砥砺前
行，努力奋斗，守初心、担使命、讲奉
献，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伟大事业、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王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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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办事处
谈心谈话活动确保主题教育层层落实到位

区统计局
把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为
推动统计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本报讯 10月 25日，前程办事处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谈心谈话会议。办事处全体班子成
员零距离交流，紧扣谈心谈话主题逐
一与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陈伟
进行深入的交谈，谈对主题教育的认
识、谈对办事处开展主题教育情况的
总体评价及分管站所的开展情况等，

大家开门见山、不回避、不遮掩，既谈
了各自自身与分管站所存在的问题，
又谈了改进的方法与措施，真正做到
了把问题谈开、把道理谈透、把思想
谈通，切实收到了实效。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
子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了
沟通交流与相互了解。大家一致

表示，要将主题教育与工作实际相
结合，提高标准、积极推进，进一步
加强学习教育，及时组织交流活
动，确保办事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陈冠名

本报讯 10月 30日，经开区统计
局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
会议。会议强调，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是学习教育、检视问题的重要内
容，是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检视自
我、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措施。会议
要求，党员干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内
容，紧扣自身学习、工作实际，对照党

章党规深刻检视反思，实事求是剖析
不足，提出改进措施，明确努力方向，
切实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把差距查找
到位、问题整改到位。

局负责人要求，要始终把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把持续深入
学习贯彻党章党规作为纯洁党性的

重要方式，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坚
持问题导向，坚持回头看、向前看，边
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增强
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实效性。统筹推
进统计各项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
进，把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统
计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聪

本报讯 近日，中建七局城投公
司党委严格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充分将调研
工作与领导班子履职尽责和当前企
业的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
向，出实招、见实效，将调查研究工作
贯穿主题教育的全过程。

城投公司党委统筹安排调研计
划，将主题教育调研同领导班子成员
年度调研、基层联系点工作相结合，
重点关注企业发展中的短板问题、亟
待解决的工作以及基层单位和员工
普遍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城投公
司 9月份印发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调研方案，组建了以领导班

子成员为组长，各分管部门经理为联
络员的调研工作组，明确调研工作的
指导思想、总体要求、调研成果要求
及组织保障等。

城投公司领导班子调研工作坚
持问题导向，把调研与当前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重点在调研单位听取意
见、查找短板、分析问题、问计问策、
提供思路，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城投
公司认真分析调研期间收缴的调查
问卷，整理问题梳理清单，对存在的
问题分析解决，促进公司发展。城投
公司调研中共发现问题 42项，制定
解决措施 45项，被调研单位提出问
题 20项，制度措施 16项。已实施解

决措施22项，解决问题14个，后续将
持续推进调研问题解决，持续巩固调
研成果。

下一步，公司将加强党建引领，
各业务板块都要将业务与党建深度
融合，加大考核及兑现力度，实现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土地出让及
挂牌进度，建立激励和督导机制，明
确权责，加快回款速度。紧跟中建集
团投资战略导向，依托政府投资政策
红利，抓住商机，制定切实可行的投
资计划，建立健全投资拓展人才队伍
体系，发挥三级单位的触角作用，积
极拓展新项目。
记者 王赛华

九龙办事处
用情用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经开区教文体局 主题教育师德巡回演讲再加场

本报讯 10月 27日下午，京航办
事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利用 3天时间，创新形式，
用军事化管理理念培养党员干部铁血
精神开展了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军训拓

展暨团建活动。军训期间，168名参训
“士兵”分为 5个连队，由教官训练站
军姿、立正稍息、敬礼与礼毕、蹲下与
起立、行进与立定等基本军事知识和
技能，通过各项拓展训练活动来增强

团队协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并于
10月 27日下午进行会操表演暨表彰
大会。此次军训充分发扬“追求卓越、
勇闯第一”的京航精神，他们挺拔的身
姿、严整的军容、矫健的步伐、嘹亮的
口号，无不展示着新时代京航人昂扬
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军训，全面提
升全体党员干部团队协作意识和吃苦
耐劳精神，磨砺意志力，提升凝聚力和
向心力，把自己打造成有铁胆忠诚、有
铁铸信念、有铁肩担当、有铁纪护身的
优秀京航人。用坚韧不拔的精气神、
饱满的干事创业热情去服务基层、服
务辖区群众，牢记职责使命，敢于担当
作为，切实围绕全年确定的各项工作
目标，努力做出让群众放心、令群众满
意、受群众称赞的优异成绩。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高岩 文/图

区建设局 召开主题教育集中研讨会

郑州出口加工区 开展爱国影片观影活动

本报讯 10月 29日上午，经开区
财政局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到中原
英烈纪念馆，追寻烈士足迹，回顾革
命历程，传承革命精神。

在中原英烈纪念馆，党员干部参
观了工人运动的开展与大革命浪潮
纪念厅、星火燎原土地革命战争厅、
抗日战争厅、解放战争厅、改革开放
厅等，展厅内一座座英雄先烈的浮
雕、一件件作战实物、一幅幅历史图
片、一份份文献资料，无不生动、真实
地呈现了一幕幕浴血奋战、惊心动魄

的战争场景，展现了中原英烈们的抗
战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和
激励了在场的党员干部，使大家在思
想上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
育洗礼。随后，在中原英烈纪念馆一
楼展厅内，局领导带领全局党员面向
党旗高声宣读了入党誓词。

参观后，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
革命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先烈的崇
高精神，将传统优良作风带到财政工
作中，为构建幸福经开添砖加瓦。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韩佳佳

新兴产业服务局
组织党员干部参观黄河博物馆

区办公室支部
组织党员到辖区先进制造业企业学习

本报讯 10月 31日，经开区办公
室支部到辖区先进制造业企业参观
学习，实地观摩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和中铁装备集团。

在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区办公室支部一行听取了公司负责
人关于企业一期发展历程、产量规模
和二期项目建设规划等情况的详细
介绍，对上汽一期项目实现当年签
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创造新的
“上汽速度”表示震撼，并深入总装车
间感受企业精准高效的生产工艺。

在中铁装备盾构机总装车间，区
办公室支部一行听取了中国掘进机
产业发展历程、企业概况、中铁装备

“走出去”等方面的介绍，现场观摩盾
构机组装过程。为中铁装备抢抓“一
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感
到深深自豪。

本次参观在区办公室支部党员
心中引发强烈反响，观摩党员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继承和发
扬革命优良传统，发挥党员模范作
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乐于奉献，为郑州经开区打造先进制
造业引领区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进彦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