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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辉煌的一年，前程办事
处荣获市级文明单位、“红旗街道办事
处”荣誉称号、全市第三季度卫生城
市管理工作红旗单位等。办事处辖
区 48条路段中，已成功打造 17条“优
秀”路段；办理低保户 15户 16人，共
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5万余元；举办各
类技能培训班 2期 151人；新增城镇
就业岗位 188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0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5人，累计
受理劳务纠纷案件 230起，涉及工人
500余人，达成支付金额 1260万元，
辖区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同时前
程办事处始终重视群众的娱乐生活，
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
活动，形成各村自己的特色与亮点，
增强各村的凝聚力。前程办事处将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以“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
要求，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任务，

以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做表率为具体目标，并
结合辖区实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掀起更大的热潮。

下一步，前程办事处将以知重负
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使命担
当，把责任担当体现到每一件任务、
每一项职责、每一个岗位上，扑下身
子真抓实干，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时刻不忘自己是共
产党员这个第一身份，牢记自己为党
工作的第一职责，以坚如磐石的定
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持之以恒抓学
习，善始善终抓整改，一以贯之抓党
建，从而不断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向纵深发展，不断把为
人民造福事业向前推进，不断谱写前
程新篇章。

找差距抓落实
自觉践行初心使命

前程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陈伟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始终坚守“忠诚于党、不负人民”的信仰，
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时时处处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把群众冷暖
安危挂心间，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什么是初心使命，用奋斗做出了回答
前程办事处成立于 2013年，在上

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干群的
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以新型城镇
化建设为引领，以环境综合整治为抓
手，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始终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6年间，一条条红旗
路段应运而生，一栋栋民生高楼拔地
而起，一个个物流企业落地开花，一
项项“双十工程”在此生根……2018
年，共完成税收 3.5亿元，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 109%，同比增长 69%。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85亿元，服务业主

营收入 5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7.6亿元。完成征地清障 5508亩，
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的用地需求。
全区涉及“双十工程”的督查项目
共完成 125 项，其中前程办事处完
成 30 项，占 24%。截至 2018 年底，
已办理拆迁安置房网签手续 6360
套，交钥匙 6344 套，群众装修完成
回迁 5800 户 ,90%以上的群众实现
了回迁。正是前程人始终秉承着
初心与使命，才有这骄人的数据与
成就。

扎实践行初心使命，更好地把行动落到实处
2019年 9月 16日至 18日，习近平

总书记调研河南做出了重要指示，我
们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理
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所做
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学习
贯彻的责任感、使命感。作为前程办
事处主任，我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和时时刻刻把群众利益放在
首位的信念，铭记自己的初心与使
命，积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紧密联系全办工作实际，通过自己
找、群众提、集体议等多种方式找差
距，力争在检视问题态度、剖析问题
深度、解决问题力度上，为办事处班
子成员和辖区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例如，在信访问题上，群众来反映问
题，当即打电话询问村干部及驻村工
作队具体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力求

做到尽快将问题化解；在失地农民保
障问题上，为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利
益，提高生活质量，办事处始终坚持
做到确保土地补偿金及时到位，坚持
“凡征必补、补必到位”，不断建立健
全社会保障机制、就业扶持机制，强
化就业技能培训；在环境综合治理
上，办事处坚持每天不间断巡查，截
至目前，对裸露黄土进行防尘网覆盖
面积 40万平方米，播撒草籽面积 15
万平方米，纠正、清理乱停乱放机动
车 5万余辆，清理各类小广告 6.5万
余处，治理突店、占道经营 2 万多
起，拆除违法广告门头 3000多处，散
煤治理和“散乱污”取缔已按上级要
求全部清零。在初心与使命上，我
们从来不打折扣，更会把总书记
的嘱托落到实处，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牢记嘱托，在新的起点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将党建嵌入城市发展每一处的
经络，实现党建高质量引领经济发展
高质量，使基层党建成为引领发展的
旗帜标杆，让辖区群众共享发展红
利，从而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潮河办事处党工委始终把抓党
建作为首要任务，把党建工作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记在心里，扛起从
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强化抓党建走
在前列的政治担当。近年来，办事
处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等活动为契机，在全办推
进“一二三”基层党建工程，即抓住
“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这一个核
心，突出“筑牢基层党组织堡垒、打
造党员先锋队伍”这两个关键，注重
零距离便民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倡导公序良俗民风三方面
结合 ,全面提升党建水平，开创潮
河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为办事处
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

筑强战斗堡垒，夯实党建基石。
基层党组织是整个党的组织支撑，
是落实党的任务的工作支撑，是党
联系群众的桥梁支撑,办事处通过开
展逐村观摩、规范阵地建设、落实组
织生活、强化党员管理等措施，夯实
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抓阵地建
设。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化社区
党建阵地 6个，今年正在规划建设 2
个，全部都在 1000平方米以上，为活
动开展和服务群众奠定良好基础，
实现辖区所有党群服务中心全面提
档升级。

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实干担当务实为民

潮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蒲瑞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办事处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
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落脚点放在解决辖区群众最关心、最迫切
的实际问题上，保证群众收入稳步提高、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把上级的各项惠民政策
落实到位，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办到位，让群众获得幸福感。

按照全区高质量发展整体要求，
今年以来办事处以“双十工程”为主
线，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共征收
土地 2863.7025 亩，新进驻项目 10
个。根据郑州市五大重点部位绿化
要求，今年潮河办事处承担 47个标
段、560万平方米的绿化任务，为保障
春季绿化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人员
力量累计拆除违建、卫片10余万平方
米，迁坟 500余座，培土 360余万立方
米，圆满完成了绿化工作。

办事处 8个行政村已于 2016年
10月底全部拆迁清零，截至目前已回
迁安置 7个行政村，分配安置房 8930
套，安置群众 2.096万人，最后一个行
政村的安置房建设基本完成，准备启
动完成回迁安置。回迁安置后，为方
便群众生活，办事处在瑞锦、瑞祥两
个安置区安装电动车充电桩2500个、
充电棚 55个、健身器材 6套，地下停
车场固化地坪 45000平方米，罩白 11
万平方米，车位划线1583条。特别是

2018年底村改居后，改变以往安置区
自管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引进规范化
管理的物业公司，加强对安置区车辆、
安全、保洁等物业管理，依法取缔安置
区宾馆、超市等非法“住改商”62家，
提升了安置区管理水平，受到了回
迁群众的好评和认可。今年 7月份，
我市遭遇大暴雨，办事处组织工作
人员深入安置区，对受损情况进行
逐一走访，同时组织业务人员与村
“两委”、物业公司共同储备沙袋、水
泵等防汛物资，最大限度减少群众
损失。因短时间内降雨量过大，瑞
祥安置区地下车库门口积水深达数
十厘米，没过膝盖，我们连夜组织人
员堆砌沙袋，抽水排涝，确保群众停
放车地面和车库内数百台机动车未
被水淹。同时为方便群众生活休
闲，在辖区蝶湖广场、滨河游园、主
干道两侧等公益性活动场所建设公
厕 12个，在瑞祥安置区小广场设置
公厕 6个。

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潮河办事处通过主题教育深入
开展，聚焦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困难，
以务实担当的精神为群众办实事好
事，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
民生，通过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在发展中进一步赢
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今年以来，
办事处共办理低保户 48户 48人，共
发放农村低保金 18万余元；切实保

障各类残障人士合法权益，为各类
残障人士申请救助金共计 54万余
元；累计受理劳务纠纷案件 79起，涉
及工人 1282名，金额 1454.87万元；
大病救助 12人，发放救助款 16万
元；新增城镇就业岗位 280人，失业
人员再就业 60人，就业困难人员再
就业 15人，落实好各项就业扶持和
就业援助政策，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120人，社会服务水平有效提
高，辖区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落实惠农政策保障民生

党建引领促民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