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
执行得咋样？
中原区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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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8日，记者从
中原区教体局获悉，根据工作需
要，中原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
师 260名，招聘范围为 2018年、
2019年毕业未落实工作岗位的
高校毕业生和 2020年应届高校
毕业生，原则上不再限制年龄。

2020年应届毕业生必须于
2020年 7月 31日前取得相应的
毕业证、学位证（如因疫情原因
往后推迟，以国家公布的实际
毕业时间为准）；受疫情影响暂
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 2020年应
届毕业生可先报考，如被聘用，

须在一年试用期内取得相应学
段的教师资格证，未能在规定
时间取得的，应依法解除聘用
合同。

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进行。报名时间为 6月 29日
9时~7月 1日 17时。考生点击
登录网上报名系统（http://www.
exam-100.com/zy）进行报名，并
按要求填写个人报名信息和报
考学科后上传照片。资格初审
定于 6月 29日 9时~7月 2日 17
时进行，具体请关注中原区人民
政府网“公示公告”栏目。

另外，中原区同时发布面向
在职优秀教师招聘 50名教师的
消息，报名时间为 6月 29日~6
月 30 日（9 时~12 时、15 时~18
时）。在职招聘采取现场报名方
式，报名地点在中原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桐柏路 176号）。所有
报考人员须出具现工作单位同
意报考证明及工作经历证明各
一份，加盖现工作单位公章。

以上招聘政策如有疑问，可
拨 打 电 话 0371- 67692534、
0371-61912337进行咨询。
记者 张改华

本报讯“你好，我们是驻区财
政局纪检监察组的同志，为了加深
派驻组对驻在单位的了解，现跟您
进行谈心谈话，了解咱们同志的基
本情况以及你们有什么想对派驻
组反馈的信息。”近期，驻区财政局
纪检监察组对驻在单位领导干部
开展谈心活动，以点带面，为个人
及所在单位精准“画像”，以“树木”
见“森林”，不断加强派驻监督实践
能力，切实发挥派驻监督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的工作职能。

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区纪委十一届五次
全会精神，精准履行监督执纪职
能，自今年6月份起，开展针对驻
在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科级干
部、中层干部，以“六必知”为轴心
开展谈心活动。派驻组制订了
《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关于开
展谈心活动方案》，随后按照方案
要求开展活动。目前，派驻组谈
心人员根据工作实际，到驻在单
位随机确定谈心对象，从谈心对
象日常工作为出发点，了解并记
录谈心对象的工作、思想、家庭、身

体等情况，全方位采集监督对象廉
政信息，如实掌握干部廉洁从政从
业情况。同时认真听取谈心对象
在思想、工作上存在的意见和建
议，加强与驻在单位工作人员的沟
通，为日常监督提供方向，形成有
效监督合力。

“纪检监察工作的同志经常
为我们开展谈心谈话，我认为非
常有必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
好工作方向，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财政局被谈话工作人员感叹。

谈心活动结束后，纪检监察
组工作人员将谈心内容整理记录
在册，并留存备案，为护好驻在单
位政治生态提供重要参考。

“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将
进一步对驻在单位领导干部做好
谈心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
挥监督作用，抓早抓小，对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
醒、早查处，严防‘四风’问题反
弹。”该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张建
军表示。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吴赛 王光彩

本报讯 6月 12日，中原区
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带领由部
分常委会委员和市、区两级人大
代表组成的执法检查组，对区政
府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工作
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期利用一周
左右的时间对中原区《食品安全
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暗访和
调研。当日上午，执法检查组先
后到河南三色鸽食品公司等食
品加工企业、沃尔玛超市等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和中晟卡莱顿酒
店等餐饮单位，了解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食品生产加工全流程监
管、大型超市食品规范化管理相
关情况，检查饭店操作间、后厨
设施卫生管理、进货台账、餐具
消毒以及从业人员的持证上岗
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进行
交流，并随机暗访了群众，深入
了解法律实施情况。随后，执法
检查组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区
政府及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工作

情况汇报，检查组成员围绕推进
法律实施、保障食品安全进行座
谈交流。

执法检查组认为，近年来，
区政府及职能部门认真贯彻《食
品安全法》，全面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健全完善食安委成员单位
的责任体系，形成各负其责、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通过优化
营商环境、加强食品安全排查整
治等，较好地履行了食品安全监
管职责，全区食品安全监管成效
明显，同时也指出了宣传覆盖面
不够广泛和深入、执法人员不足
和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执法检
查组建议区政府及各有关主管
部门，要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大对《食品
安全法》的普及宣传力度，强化
生产经营者的守法意识和广大
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要进一
步加大对食品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加强食品安全日常监管，

严厉惩处和曝光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
秩序。要健全食品安全长效机
制，进一步落实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主管责
任，完善制度、强化责任、严格
监管，把食品安全责任制落到
实处。要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和
业务培训，培养“一专多能”的
监管执法人员，提升监管队伍
整体素质，同时加强硬件建设、
部门协调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的
运用，改善执法条件，实现资源
共享，不断提高监管效能。要
健全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前移监管重心，强化预防风险
监控，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构建
科学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切实维护食品安全，促进法
律有效实施，维护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陈玉强 葛放

中原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260名
同时面向在职优秀教师招聘50名教师

本报讯 6月 16日，中原区
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代表对中
原区政府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情况进行
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一行
11人对中原区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进行现场检查并召开座谈
会。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对郑州
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现场检
查，并听取相关人员对贯彻执行

土壤污染防治落实情况的汇报。
实地察看后，检查组一行

在区人大 9楼会议室召开座谈
会，市生态环境局中原分局、区
环境攻坚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中原分局、区农委、区城管
局、区建设局、区财政局相关负
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区政府
相关负责人代表区政府向区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原区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做

了专题汇报。
区人大常委会提出，下一步

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的投
入，强化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
参与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创新思路，
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扎实工作，
以常抓不懈的恒心，坚决打好净
土保卫战。
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人大常委会
开展《食品安全法》贯彻执行情况执法检查

中原区人大常委会
检查《土壤污染防治法》贯彻执行情况

中原区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
开展谈心谈话 形成监督合力

执法
检查 本报讯 6月19日，棉纺路街

道锦绣城社区党总支邀请河南
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成员、郑州
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宋欢
欢，为辖区党员开展了一场关于
感悟生命和防疫知识的讲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作为一名党员，关键
时刻就要挺身而出。”宋欢欢讲
述道。他用朴实简洁的语言和
生动的事迹淋漓尽致诠释了
党员干部不惧生死、逆行而
上、冲锋一线的爱国精神。每
一个故事都有震颤人心的细
节，每一位听众眼里都藏满了真
情的泪花。

“你去武汉，怕不怕？”党员
王继铭问。“作为一名医生，我承
担着救死扶伤的责任，我不害
怕，同时我也是一名丈夫，两个
孩子的父亲，2月9日是我爱人的

生日，也是我出发去武汉的日
子，因为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我
去抗疫一线更安心了，所以我特
别感谢她的默默付出。”这位铁
血汉子哽咽道。“岁月静好，是因
为有你们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我们特别感谢你们在疫情中为
我们奔赴前行，向你们致敬。”党
员杨雅娟说道，会场上响起了党
员们的热烈掌声。

社区负责人表示，辖区援
鄂医生宋欢欢逆行抗疫，舍小
家为大家，不忘从医初心，坚守
医者之道，展示了新时代医务
人员的崇高医德和奉献精神。
下一步，社区党总支将组织开
展宋欢欢医生先进事迹宣传活
动，向社区传递共克时艰的强
大正能量。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涂凡 文/图

听援鄂医生
讲述抗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