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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30日，郑州市菏泽商会东明
分会会长万兰峰一行人在航空港区八岗办事
处张堂村开展“迎七一感党恩帮扶慰问活动”。

当天，万兰峰一行为张堂村 16户建档立
卡户、5名 70岁以上老党员送来了慰问品。
“感谢你们记挂着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越
来越好。”75岁老党员张小辈接过东明商会秘
书长李云龙递过来的慰问物品后激动地说。

东明分会与张堂村签订了扶贫共建协
议，协议约定“共同办好惠民实事，推动集体
产业发展，关心关爱特殊群体”。

协议签订后，东明分会会长万兰峰握着
张堂村委会主任张海仃的手说：“作为社会团
体，我们在积极参加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助力脱贫攻坚，到
农村为群众做实事，尽一些社会责任。”

张堂村村民纷纷点赞东明分会勇于担
当、扶危济困的高尚情怀。张堂村支部书记
张金停高兴地说：“东明分会把困难群众记在
心中，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将对我们村巩
固脱贫成果，发展集体经济，推动乡村
振兴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记者 王军方 文/图

菏泽商会东明分会
与航空港区张堂村签订扶贫共建协议

抓党建 聚合力 促发展 筑和谐
这些单位用实际行动向党“告白”

组织部
100余名党员走进圆方党建学院

本报讯 6月 22日，郑州航空港区党工
委组织部（人社局）100余名党员干部走进
圆方党建学院开展 6月份“党员集中活动
日”活动。

大家依次参观了圆方集团企业文化长
廊、党建文化阵地、党群工作部、创业纪念
馆、劳模星光大道、“抗疫情 战新冠”展教
馆、圆方创业纪念馆、中国“微党史、国史”展
馆等，系统了解了圆方20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抗击疫情中的感人事迹，深切感受学习圆
方集团创业 26年，抓党建 18年来的砥砺奋
进和丰硕成果，历经磨难却历久弥新的中华
民族取得的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

重点学习了圆方集团在党建工作方面取得
的突出成绩和“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的宝贵经验。

航空港区党工委组织部将结合此次学
习，围绕全区 2020年度工作会议和 2020年
度党务工作会议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机
关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努力打
造忠诚干净担当、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
关，以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助推航空港实验
区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田焕峰 孙文韬 文/图

本报讯 6月 19日下午，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 99周年，进一步推进城管文化建
设，充分展示全局党员干部的精神风貌，航
空港区城市管理局举办了“我为党旗添光
彩 担当奉献新时代”庆“七一”演讲比赛。

城市管理局机关党委书记、局长秦新东
在致辞时说，此次演讲比赛对于更好地回顾
过去、立足本职、展望未来，更好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增强全局党员干部的
党性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号召全
局党员干部要永葆忠心、要秉持匠心、要恪
守公心，要顽强拼搏、再创辉煌，用实际行动
为党旗争光添彩。

演讲中，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神采
奕奕，他们紧紧围绕“我为党旗添光彩 担当
奉献新时代”这一主题进行了情感真挚、动
人心弦的演讲，从不同岗位、不同侧面、不同
角度讴歌伟大的党，演讲内容有对党的情感
抒发，有对党员创先争优活动的认识，也有
对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对党支部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典型事例的歌颂。
此次比赛进一步激发了全体党员干部

的工作热情，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切实提升
了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激励党员干部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满
腔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积极投身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张德落 周瑾 文/图

城市管理局
举办庆“七一”演讲比赛

本报讯 6月 22日、23日，航空港区
机关工委分别组织区直各单位机关党组
织负责人及分管党建工作处长、党务专
（兼）干共109人分两场开展了党建知识
测试。

本次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党章》、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等，测试采取闭卷的形式进行，分

A、B两卷。
据了解，“七一”期间，航空港区机关

工委以庆祝建党99周年为契机，结合工
作实际，开展了党建知识考试、演讲比
赛、选树区直机关“十佳优秀共产党员”
等“十个一”活动，以活动成效凝心聚力、
鼓舞士气，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
到活动开展与工作推进两不误、两促进。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李英华 文/图

机关工委
迎“七一”组织党建知识测试

机关工委
举办“我为党旗添光彩”演讲比赛

本报讯 6月30日下午，航空港实验
区机关工委举办了“我为党旗添光彩 担
当奉献新时代”演讲比赛决赛。航空港
实验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常继红，党群
工作部部长、机关工委书记季玉成等领
导观看了本次比赛。

比赛在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黄金斌的
致辞中拉开序幕。

来自区直各单位的 12个（组）优秀
选手参加演讲。选手们个个精神饱满、
落落大方，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
示了区机关党员干部昂扬斗志和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弘扬了爱岗敬业的时代
精神，歌颂了身边履职尽责的先进典型。

来自区直各单位的100余名党员干
部认真聆听了选手们的精彩演讲。演讲
比赛采用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全网直
播，区直各单位和社会各界6600余名网
友同步收看并为选手加油点赞。

郑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共青团郑
州市委、郑州市妇联、郑州市教育局关工
委、航空港区党群工作部相关领导担任
本次评委。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王聪瑶 文/图

本报讯 七一建党节当天上午，航空
港区滨河办事处举行纪念建党 99周年
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

9时整，滨河办事处院内奏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党员干部全体肃立。

随后，领誓人带领党员们面对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感受入党的庄重性和严
肃性，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
信心和决心，在党旗下接受心灵的净化
和洗礼，牢记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和历
史使命，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活动上，滨河办事处党工委领导为
各支部授党员志愿服务队旗。

滨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袁文周说，
作为党员，践行入党誓词，凝聚忠诚之
魂，就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始终走在前
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同心
同德，真抓实干，以“争分夺秒、拼尽全
力”的航空港区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不断推动滨河各项事业更好更快

发展，为建设“四个航空港”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同一天上午，滨河办事处各党支部
也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

各支部授党员志愿服务队旗到社区、
道路上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等活动。
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滨河办事处
党工委为各支部授旗

银河办事处
党工委走访慰问老党员

本报讯 6月 30日~7月 1日，郑州航空港区银河办事处党
工委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向他们致以建党节节日的问
候，并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在走访慰问活动中，全体党政班子成员和各包村部门组成
11个慰问小组，深入困难党员家中，嘘寒问暖，了解他们的家庭
生活、收入来源、身体健康状况等，询问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困
难和问题，鼓励他们要发扬共产党员积极面对困难、自强不息
的精神，树立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积极战胜困难。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党政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共走访慰
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 38名，发放慰问金 1.9万元和食用油等
物品。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张荔华 文/图

银河办事处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7月 1日上午，铿锵有力的声音在
航空港区银河办事处内响起，办事处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面对鲜
艳的党旗，肃穆站立，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新、老党员代表全体党员分别进行了发言。他们回
首入党初心，再次审视自己，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坚
定了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之情。

银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张军文围绕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
向全体党员提出要求：要坚持不懈学，带头强化理论武装，践行
入党誓词，凝聚忠诚之魂，始终走在前面，把党员的先锋形象
树起来，不断提升党性修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为航空港区跨越式发展、打造“平安、奋进、幸福、文明”银河贡
献力量。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罗慧 王治华 文/图

本报讯 6月30日上午，航空港区冯堂办
事处马家村召开纪念建党99周年“七一”表彰
大会，庆祝党的生日。全村 30名党员高唱雄
壮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村支部
书记冉云省带领下，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会上，航空港区城市管理局驻村干部马
俊龙为全体党员上了《基层党员如何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党课。冉云省结合党支部过去
一年的工作情况作了总结。驻村干部赵原亮
宣读马家村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和“优
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要认真贯彻落实“三
会一课”制度，深刻理解党的性质、宗旨、指导

思想和基本路线，争当党员先锋模范，固本强
基，发挥堡垒作用，打造特色农村支党建阵
地，争创“实验区先进基层党建示范点”，把党
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
来，为助力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姚江涛 文/图

冯堂办事处马家村
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讯 6月30日，郑州航空港区郑港办
事处党工委在建党 99周年之际，表彰了一批
先进单位和个人，其中包括首次表彰的 50名
优秀市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这次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包括后
宋村等 6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李自伟等 73名
优秀共产党员和陈京生等13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还有50名优秀市民。

这些先进是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
的优秀代表，他们在经济发展、疫情防控等工
作中积极投身“四个航空港”建设，在夯实基
层基础、树立党员良好形象、服务人民群众、
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
献。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党的强大
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充分展示了新时期
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郑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营周号召广大

党员干部向受表彰的同志看齐，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立足岗位、履职
尽责，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他希望受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把荣誉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发扬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保持艰苦奋斗、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不断做出新贡献，取得新成绩。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贺振广 文/图

郑港办事处
表彰50名优秀市民等先进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