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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99周年 荥阳系列活动鼓舞人心
表彰先进

高村乡 表彰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
本报讯 6月 28日，荥阳市

高村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9周年暨“七一”表彰会。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
序幕，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马智慧
带领与会人员，重温入党誓词。

高村乡党委副书记王韶聪宣
读了《关于表彰优秀基层党组织、
优秀第一书记、优秀党支部书记、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的决定》。大会对获得表彰的先
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颁奖。

马智慧代表乡党委向受到
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奋战在全乡各
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
节日的问候。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南瑞

王村镇 召开“七一”表彰大会
本报讯 6月 29日，荥阳市

王村镇召开庆祝建党 99周年暨
“七一”表彰大会。会议由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任燕侠主持。

会上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柳桂根宣读了表彰文件，对先进
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现场颁发表
彰奖牌、证书。

镇党委书记车玉峰与大家
一起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进一
步动员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全面实施基层党组
织“强基提质”三年行动计划，以
“亮赛比 创五星”活动为抓手，夯
实基层基础，强化农村基层党建；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机关党建；抓
好提质扩面，强化非公党建，全面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推进基
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为决胜全面小康、推动王村镇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张娇

后王村 表彰先进党小组、“学习强国”标兵
本报讯 6月 29日上午，荥

阳市广武镇后王村举行庆祝建
党99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会议对后王村先进党小组、
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强国”标
兵、疫情防控特殊贡献、爱心人
士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典型发
言，他们结合各自实际，用朴实
的话语，表达了对党的赤诚之情
和为推进后王村各项事业发展
再立新功的决心。

后王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张纯山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后王村将深入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党小组
阵地用好用活，加强党员思想教
育学习，继续做好城乡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美丽乡村打造等民生
工程，积极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
生活，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更加强烈。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马珂

慰问暖心

豫龙镇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本报讯 近日，荥阳市豫龙镇

党政班子领导分别前往各分包
村、社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他们
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美好祝愿。

6月29日上午，豫龙镇党委
书记张佳涛到兴国寺村走访慰
问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组织
的温暖和关怀。

在困难党员张书堂家中，张

佳涛与其进行亲切交谈，仔细询
问了解他及亲属的身体状况，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目前急需解
决的问题，并送上慰问金。张佳涛
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并
嘱咐包村部门及村干部要时刻把
他们的冷暖牵挂在心，让他们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李改睿

乔楼镇 为老党员送上节日慰问金
本报讯 6月29日上午，乔楼

镇党委书记鲁晓炜代表镇党委、
政府走访慰问辖区内老党员。

每到一处，鲁晓炜都关心询
问他们的家庭生活、身体等状况，
并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祝福以
及节日慰问金，衷心感谢老党员
为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希望
他们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
关心和支持乔楼经济社会发展。

叮嘱镇村干部要对老党员政治上
多关心、思想上多沟通、生活上多
照顾、精神上多关怀，时刻把他们
的冷暖挂在心上。

慰问中，鲁晓炜强调，老党员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基层党
组织要切实关心、关爱老党员，让
他们的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荥阳时报 崔睿杰
通讯员 张梦珂

主题党日

城关乡 支部书记讲党课 践行初心与使命
本报讯 6月 28日，荥阳

市城关乡机关党支部组织开
展“牢记初心担使命 争先出
彩做先锋”主题党日活动，通
过重温入党誓词、支部书记讲
党课、知识测验等环节对党员
干部再“补钙”再“加油”。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鲜艳
的党旗面前，80名党员紧握

右拳，在领誓人的带领下，重
温入党誓词。

机关支部书记赵睿以
“牢记初心担使命 争先出彩
做先锋”为主题，围绕“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
“新时代模范共产党员的先
进事迹”“如何践行初心和使
命”给与会党员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课。“对比先进，我们

仍有差距，还需要再加一把
劲儿，干出一番事业”“虽然
我快退休了，但我会坚持做
骨干、传帮带，无愧于胸前的
党徽、组织的信任！”一次党
课就是一次洗礼，通过聆听
党课，党员们不仅有所思，更
有所悟、有所获。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刘秋实

京城路街道建业社区 缅怀革命烈士 传承革命精神
本报讯 近日，京城路街

道建业社区组织30余名党员
到荥阳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董天知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在纪念馆讲解员的
带领下，参观了董天知烈士
的生平事迹，深切地感受到
了革命先辈们坚定不移的政
治志向、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董天知故居内，英伟的铜
像、斑驳的老照片、发旧的老
物件、丰富的文献等历史资
料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党员的
心，感受到今天的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

活动中，全体党员在董天知
烈士塑像前举行了重温入党

誓词活动。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立足
岗位，乐于奉献，让先烈精神

“存之于心，见之于行”。
荥阳时报 崔睿杰
通讯员 周沛文 文/图

无偿献血

豫龙镇楚寨村 党员先行做表率 无偿献血践初心
本报讯 6月 28日上午，

荥阳市豫龙镇楚寨村党支
部组织党员参加“相聚党旗
下 支部展风采”无偿献血
活动。

参加献血的党员志愿者
们早早就来到荥阳市献血
中心，在市中心血站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认真填写献血
登记表，测量血压和抽血化
验。经血液检验合格后，党
员志愿者们陆续走上采血
工作台撸起袖子紧握拳头
开始抽血。

本次无偿献血活动弘扬
了豫龙镇党员志愿者们“奉

献、互助、大爱、担当”正能量
和“走在前，做表率”的先锋
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们身
体力行践行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铮铮誓言和对生
命的关爱。
荥阳时报 崔睿杰
通讯员 蒋红星 杨丽

村企结对
洞林寺村党支部与碧桂园服务河南区域
结对共建 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6 月 28 日上
午，荥阳市贾峪镇洞林寺村
党支部与中共碧桂园服务
集团党委碧桂园服务河南
区域举行党组织结对共建
挂牌仪式，着力打造党建资
源共享、共同提高的基层党
建工作新格局。贾峪镇副
镇长李党伟、党建办主任
朱军伟、洞林寺村党支部
书记张建强，碧桂园集团河
南区域郑西片区项目总经

理樊军召、碧桂园服务河南
区域党支部书记魏向阳及
双方党支部党员代表参加
了此次共建仪式。

活动中，共建单位双方
就党建共建工作的方向、组
织建设互促、党员干部互
动、党建资源共享等内容进
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张建
强表示，希望通过结对共
建，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学
习，进一步推进党支部规范

化建设。碧桂园服务河南
区域党支部书记魏向阳表
示，希望通过党建共建平台
加强学习交流，以党建引
领，实现村企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助力乡村振兴。随
后，共建双方在洞林寺村党
支部进行“党建共建单位”
挂牌仪式，张建强为双方党
员代表讲授党课。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巩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