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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真正做到让群众满意，近期，祥云办
事处 9个党支部开展了为 60岁以上
老党员免费体检活动。历时一个月，
9个党支部认真组织、热心服务，共有
158 名 60 岁以上老党员参加了体
检。此次体检包括测量血压、血液检
查、心电图、彩超、胸透等多个适合老
党员需求的体检项目，较为全面地帮
助老党员掌握自身健康状况。在体

检过程中，各党支部为前来检查的老
党员积极服务，帮忙填写体检表格、
照看衣物、替老党员排队等待检查，
检查过程井然有序。体检完后，为他
们准备了爱心早餐。

通过健康体检，让党员对自己的
身体情况做到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
增强了老党员的身体保健意识，同时也
体现了办事处党工委对老党员的关心
和照顾。记者 柴琳琳 文/图

不忘初心践行动 牢记使命情暖心

经开区让主题教育成果更好惠及民生
明湖办事处格林社区组织社区志愿者、小区物业及居民开展“清理楼道杂物 畅通消防通道”集中整治行动；祥云办事处为60岁以上老党员免费体检……自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经开区各单位通过认真检视问题、狠抓整改落实，从群众最希望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真正把为民服务融入具体工作中，把初心使命体
现在实际行动上，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主题教育的变化。

本报讯“太感谢大队，真是雪
中送炭啊。”日前，经开区消防救
援大队前期通过了解得知，经南
七路中队专职消防员吕江豹母亲
身患癌症，父亲下岗，家中收入微
薄，后续医疗诊治费用担负困
难。大队高度重视，组织大队全
体消防员为吕江豹身患癌症的母
亲进行了募捐活动。11月 12日，
大队第一时间将募捐筹措的所有
善款清点后，驱车数百里送至吕
江豹及家人手中。

在周口市西华县的医院病房
内，大队指导员薄伟伟及中队中
队长代表大队党委看望慰问了吕
江豹患病的母亲，详细询问了老
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叮嘱
其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大队将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希
望老人一定要积极配合医院进行
治疗，保持愉悦的心情和乐观的

心态，争取早日康复。吕江豹表
示，将坚定信心，努力干好工作、
乐观面对生活，为经开消防事业
的发展和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下一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
队将持续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宗旨，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
为整个队伍行进的澎湃动力，保
持政治本色，找准人生坐标，忠实
践行新时期消防救援队伍的初心
和使命。
记者 柴琳琳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
基础建设，近日，经开区统计局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立
足调研、抓重点强服务、深挖短板，切
实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为摸清
基层统计工作现状，使统计报表工作
更接地气，区统计局每月定期走访企
业、走访村社了解实情，和企业面对
面交流，倾听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

题，针对问题出谋划策，讲解统计指
标填报要求和注意事项。调研不仅
了解了企业的所需所求，更为撰写分
析获取了一手资料。同时，为切实提
高统计服务能力, 夯实统计基础，开
展个性化服务，结合企业调研活动，
针对新入库项目统计人员业务生疏，
统计人员变动频繁、集中培训众口难
调的状况，强化重点，补齐短板。对

新增单位“一对一”跟进指导，全面梳
理讲解填报要求、指标解释、填报方
法等，帮助调查单位统计人员正确理
解统计方法制度、吃透统计指标的内
容与口径。对问题单位逐一攻破，通
过逐一指导与不定期回访核查相结
合的方式，确保问题单位指标口径全
面、数据填报准确。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孙丽娜

本报讯 11月 7日上午，经开区
社区管理服务局组织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区
社区管理服务局全体班子成员和党
员干部参加会议。会上，大家集中学
习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合格党
员》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会议指出，
要把握党的初心和使命必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切实保证群众广泛参加国家治
理和社会治理，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的具体要求。会议领学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第十四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最后，会议结合调研主题召开
班子研讨会，会议内容是关于经开
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会议还结合
单位实际情况，要求党员干部认真
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把党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部署
要求细化为具体措施，贯彻到局党
建全过程和事业发展各方面。
记者 柴琳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辖区居
民楼院环境面貌，营造“文明、平安、
和谐”的居住环境，11月 8日，明湖
办事处格林社区党支部积极动员社
区志愿者、小区物业及居民开展“清
理楼道杂物 畅通消防通道”集中整

治行动。
行动开始前，社区工作人员对小

区内各楼道杂物堆积情况进行了全面
排查，并告知居民在规定期限内自行
清理，没有归属人或归属人不愿自行
清理的楼道杂物，社区将组织人员进

行集中清理。清理行动开始后，全体
人员分工明确，大家从顶楼依次推进，
对各单元楼道内堆放的纸箱纸盒、饮
料瓶、装修废料残余以及楼梯扶手捆
锁的废旧自行车等进行全面清理。针
对楼道内的旧家具、家电、废纸箱等，
工作人员现场通知小区居民并监督其
进行清理。杂物清理完成后，社区工
作人员还向居民宣传了消防安全知
识，重点讲解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和易
燃物品堆积的危害，提醒广大业主及
时清理楼道杂物，有效消除消防安全
隐患。

下一步，明湖办事处各社区将定
期组织开展居民小区楼院杂物排查整
治行动，及时清除小区杂物，为居民积
极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美丽的居住
环境。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文/图

本报讯 11月6日，前程办事处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关注食品安全 提高健康意识”
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采取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辖区内市场群众宣传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现场
解读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及科普知识，

介绍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职责，宣
传辨别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有害食
品的基本知识、食物中毒预防与应急
处理常识，解答群众关注的食品安全
问题。工作人员还到市场食品销售
门店，对门店负责人开展有针对性的
宣传教育，确保食品安全宣传全覆
盖，有效提高群众的知晓率。此次宣

传活动提高了辖区群众的食品安全
意识，为群众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
境。下一步，前程办事处将继续紧扣
群众反映最突出的、在主题教育期间
能够解决的问题，抓紧整改解决到
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朱志英

区农经委
传承红色文化 增强党性修养

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
慰问困难消防员
践行初心使命

明湖办事处格林社区
党员示范我先行 清理杂物保安全

祥云办事处
9个党支部开展为老党员体检活动

前程办事处
提高辖区群众食品安全意识

区统计局
开展个性化服务，抓好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本报讯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光
荣传统，11月 7日，经开区农经委组
织支部党员参观郑州二七纪念馆，回
顾历史、弘扬红色经典、传承革命精
神。二七纪念塔位于郑州二七广场，
始建于1971年，是为了纪念京汉铁路
总罢工及“二七”烈士而修建的。二

七大罢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今天的二七纪念塔不仅是
郑州市的标志与徽章，也是城市发展
的见证者与纪念象征。

全体党员认真参观了各个展厅，
聆听了二七大罢工以及“二七”惨案

的历史介绍，一同瞻仰了二七大罢工
中的烈士遗像，大家凝神驻足，现场
庄重肃穆。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
片、一件件革命文物面前，党员们认
真观看，流连忘返，热血沸腾，为先烈
们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

此次活动，党员们被革命烈士的
牺牲精神鼓舞和震撼，思想深受教
育，心灵受到洗礼。大家深刻认识到
今天的安定生活来之不易，纷纷表
示，要秉承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
统和优秀品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脚踏实地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在实际工
作中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足
本职岗位，更加努力地做好各项工
作，为推动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做出
积极贡献。
记者 柴琳琳 文/图

区社区管理服务局
召开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敢于担当作为敢于担当作为 为基层解难题为基层解难题 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办实事 落实落细热点问题落实落细热点问题

本报讯 11月 13日上午，经开区
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杨光为参加“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工
作的管委机关工作人员讲党课，题目
是《守正笃实、久久为功、锤炼政治
本色引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课上，杨光说，经开区从 1993年
建区之初郑州东南一片黄沙漫卷、
杂草丛生的沙土地起步，变成了现
在高楼林立、机器轰鸣、秩序井然的
产业新城。2018年末，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完成 732.4亿元，较 1993年建
区增长 4173 倍，年均增速达到
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419.8亿元，较 1993年建区增长 7788
倍，年均增速达到 43%。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429亿元，较 1993年建区
增 长 1995 倍 ，年 均 增 速 达 到
35.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255
亿元，较1993年建区增长1587倍，年

均增速达到 34%。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完成 68.4亿元，较 2000年获批国
家级增长 138 倍，年均增速达到
31%。今天的经开区已经成为郑州
产业发展的高地、对外开放的阵地和
郑州自贸区发展的重要承载地，肩负
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任。

杨光的讲课反映了经开区发展
的奋斗历程，勾起了 26年来大家在
经开这片热土上工作、战斗的回忆，
激发了同志们对未来美好明天的期
盼。听课同志都深受感动，纷纷表
示，一定要从学习中汲取力量，增强
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主
动性和责任担当。增强党性修养、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用高质
量发展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华丽篇
章，将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推向
新高潮。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王春

主题教育培训引领经开区
经济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