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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办事处
红色小胸牌，方寸之间显担当

经开区“拍了拍你”
这个“七一”，我们这样安排

本报讯 近日，区房管局组织党员干部
开展讲党史、上党课、学党章、重温入党誓
词、以案促改等活动。活动的开展牢固树立
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
念，增强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提升党员干部敢担当、善担当、能担当的工
作能力和政治站位，为勇挑重担、谱写房地
产管理事业新篇章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进一步激发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发

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的作用。区房管局
将始终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不断加强党建阵
地建设，强化党员教育引导，充分利用“七一”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工作中注
重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断
增强党员干部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李超

经开区文化艺术中心
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主题党日活动迎“七一”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开创新局面 干出新业绩

经开区城管局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品质城市提升

本报讯 为激励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
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7月1日上午，经开区
城管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经开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义民，区城市管理
局党总支全体党员，各科室、中队负责人参
加了活动。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高标准建设并已
全方位投入运营、具有六大功能的经开区垃
圾分拣中心，以及昔日垃圾遍地“脏乱差”的
城乡接合部，如今变成集文化旅游、绿色生
态、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御风公园
等地。大家看变化、谈体会，一起回顾了经

开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品质城市提升”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在经开区垃圾分拣中心参观现场，王义民
肯定和赞扬经开区城管局的广大党员近年
来在局党总支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锐意
进取，敢于担当，乐于奉献，使经开区的城市
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项工作位居
全市先进行列。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戒骄戒
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创
造出更大的辉煌，向党和人民献礼。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杨勇 文/图

本报讯 6月 29日，明湖办事处远大社区
党总支组织辖区党员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不
忘初心使命，争当出彩先锋”系列主题活动。

为党员赠送“政治生日礼物”。礼物包
括一枚党徽、一支钢笔和一张贺卡。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为党员们佩戴上党徽，将一张张
红彤彤的“政治生日贺卡”送到每个党员手
中。“一枚党徽一份责任，一名党员一面旗

帜”，党员们纷纷表示，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
入党初心，牢记政治使命，在工作生活中充
分发扬党员本色，彰显党员风采，积极为社
会发展、支部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观看红色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通过 7
个独立短片，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
家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展现了 7个经典历史
瞬间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喜怒哀乐。通过
观影，全体党员的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增强，
爱国热情进一步被激发，大家表示，将以更
加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凝心聚力、开拓进
取，立足岗位做贡献。

此次系列活动不仅坚定了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思想，也提升了基层党
组织凝聚力。远大社区党总支将带领辖区
广大党员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立足时代前
沿，勇担使命责任，争当出彩先锋。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文/图

明湖办事处 开拓进取，立足岗位做贡献

区房管局加强党建阵地建设，强化党员教育引导

新兴产业服务局
学习无私奉献精神 传承党的优良传统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激励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7月1日，
新兴产业服务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登封
市徐庄镇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开展“不忘
初心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使命发挥先锋作用”
革命传统主题教育，追寻红色记忆、缅怀革命
先辈、发扬光荣传统、传承英雄精神。

在纪念馆广场上，面对鲜红的国旗，全
体党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局党
支部书记、局长袁卫东表示，全体党员干部
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继承和发扬好革命先
烈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坚定执着的忠诚
品格，让革命先烈的优良作风代代相传。大
家合唱红色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歌声蕴含着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
局党支部副书记赵丽敏带领全体党员重温

了入党誓词，坚定跟党走、听党话，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信念。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党员干部一起参观
学习纪念馆各个展室的历史图片，聆听革命
故事，重温抗战年代的峥嵘岁月，一幅幅承
载着历史的照片、战争实物、绘画和文字，再
现了豫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
战的恢宏历史画卷。大家深刻体会了革命
先烈在抗战时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和共产党人历久弥新的使命、永不褪色
的初心。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大家思想深受教
育，心灵深受洗礼，纷纷表示要时刻铭记党
带领人民奋斗的历史、革命先烈对党和人民
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党的优良传统。
记者 柴琳琳 文/图

本报讯 7月 1日上午，经开区文化艺术
中心党支部联合经开区图书馆党支部全体党
员干部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系
列活动。在政治生活馆讲解员的引领下，通
过现场讲述、图文阅览等方式，党员干部们重
温了党的历史，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学习了
加强党的建设、规范党员教育知识。活动激
发了党员们敬党爱国、无私奉献的精神。

活动中，经开区图书馆馆长陶文明带领
全体党员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学原文、读原
著、悟原理的同时，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党课
学习，给全体党员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参
加活动的所有党员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进行庄严承诺，对党忠诚，积极奉献。

经开区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王青芳表
示，作为文化服务窗口，区文化艺术中心始

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作为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更
要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
守初心，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
歌，坚持以不变的初心适应巨变的时代，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经开区两馆开展建党99周年系列活动，
全体党员干部深化了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巩
固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
育成果，提醒党员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提高了党员的自豪
感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理想信念和政治
意识。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郭熙熙 文/图

祥云办事处
升国旗 庆“七一”，话初心 鼓干劲

本报讯 7月 1日，祥云办事处举行
“升国旗迎七一”升旗仪式，喜迎建党 99
周年。办事处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各村
党总支书记等160余人参加。

“全体立正，升国旗！唱国歌！行注
目礼！”升旗仪式上，伴随激昂雄壮的《义
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全体人员肃穆而立，深情凝望国旗齐
唱国歌。此次升国旗仪式，既是礼赞共
产党、礼赞新中国、礼赞新时代的具体行
动，也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展现祥云办
事处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致、拼搏奋进
良好精神风貌的生动实践。

下一步，祥云办事处将站在新的起
跑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勇
于担当、开拓进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更
扎实的作风投入“美丽祥云”建设，开创
新局面、干出新业绩。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本报讯“这些戴红牌牌的同志好啊，
经常来看我、关心我，我生病了帮我去买药，
给我送老年机，还经常下载更新戏曲解闷，
比我自己远嫁的女儿都好。”刘广名老人含
着泪说。这些“戴红牌牌的同志”不是别人，
正是九龙办事处佩戴“我是共产党员”胸牌
的党员干部。今年6月份以来，九龙办事处
制作“我是共产党员”胸牌2000余个，要求
严格佩戴开展工作，亮明身份、主动担当。
胸牌虽小，却代表着荣光和责任，将其置于
左胸、紧贴心脏，旨在促使党员牢记“第一身
份”，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身份亮明了，群众都看着，为此，党
员主动与群众沟通，主动寻找问题，解决
问题。群众哪个证明不会开了，手续不

知道去哪办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戴着“红
牌牌”的同志。西贾村主任张有亮说：
“一个胸牌，一份责任，它时刻提醒着我
们自己的身份是共产党员，要讲作风，遵
守纪律，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怕群众来
反映问题，就怕群众不来反映问题。”

自推行“亮牌上岗”制度以来，党员
时刻不忘身份，注意言行举止，严塑个人
形象，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做到了
困难时刻站在前，危急关头冲在前，服务
群众想在前，从而促进党员在思想上有
新进步，作风上有新转变，服务上有新成
效，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实现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张彦

经开区教文体局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

本报讯 6月 29日，以“弘扬劳动精神，争当出彩先锋”
为主题的迎“七一”演讲比赛在河南省基本建设科研院举
办。来自该院党支部的党员、致公党河南省直经开区支部
的党员，院工会、团委、妇联的优秀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基本建设科研院党支部主办，致公
党省直经开区支部，河南省基本建设科研院工会、团委、妇
联协办。活动旨在通过举办演讲比赛进一步掀起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圆方集团全体职工重要回信精神的热
潮，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把重要回信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杨勇

■立足岗位展风采

前程办事处
转变工作作风，展新时代新作为

本报讯 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6月30日上午，前程办事处潘店寨居委会开展“牢记初心
使命、争当出彩先锋”演讲比赛，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陈伟等参加活动。

演讲比赛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两
首歌曲中拉开了帷幕，大家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党的担
当、党的无畏。陈伟表示，党员干部要率先在思想上、行动
上、认识上有超前的意识，做好居民思想上的引导，希望居
委会以后在党员活动上、在各项工作中仍然是“明星”支部，
在居民当中地位越来越高、威信越来越强。随后，18名参
赛选手以饱满的精神、声情并茂的演讲，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面生动展现了党员的优秀品质，表达了前程办事处党员
干部的担当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
奖5名，三等奖7名。

此次比赛既是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跃党员干部工作氛围的具体实践，也是转变工作作风、凝心
聚力推动发展的集体誓师，同时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勇担新
使命、展现新作为，争做时代最美前程人，为前程办事处各
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张梦娇 文/图

区财政局
以考促学
检验党员干部学习成果

本报讯 7月1日，经开区财政局举办迎“七一”党建时政
知识竞赛。此次竞赛采取书面闭卷答题的形式，考试内容涉
及党史知识、党建知识、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
重要决策部署等多方面内容，以选择题、简答题为主要题型，
由局领导监考并考评。

此次知识竞赛的开展旨在以考督学、以考促学，通过
考试形式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检
验党员干部学习成果，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
和使命意识。 记者 柴琳琳

河南省基本建设科研院
弘扬劳动精神
争当出彩先锋

本报讯 6月 30日上午，经开区教文
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孔繁强带领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到特困党员教师赵书昌、
张远芳家中走访慰问，转达区党工委的
关怀和问候，为他们排忧解难。

来到 83岁的老党员赵书昌家中，
孔繁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
生活情况，并叮嘱他保重身体、保持乐观
心态，遇到困难和问题及时反映。在肖
庄安置区，孔繁强等向困难党员教师张
远芳送去慰问品，鼓励她一定要保重身

体、安心养病，树立生活的信心。
慰问过程中，孔繁强要求，局机关相

关科室要积极作为，走访入户，切实解决
好困难党员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把党的
关怀落到实处。要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放
在心上，嘘寒问暖、了解实情，让他们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要把老党
员身上的好精神、好传统、好作风学习
好、传承好、发扬好，为提升品质教育、打
造品牌经开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宋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