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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领导
调研创卫复审
达标整治情况

本报讯 7月15日，由中原
区副区长于珊带队，对万达金
街“三小”门店及医疗机构创卫
复审达标整治情况进行调研。
中原区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及有
关同志陪同。

于珊一行先后对万达金街
25家“三小”门店的经营场所
内外环境、店铺及工作人员持
证情况、消毒设施设备及操作
规范程度、防蝇防鼠设施、禁烟
标识，以及两家诊所环境卫生、
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等方面进
行全面调研。

于珊对万达金街“三小”门
店及医疗机构创卫复审达标整
治情况给予肯定。于珊说，下
一步，要继续增强创卫意识，营
造宣传氛围，明确职责，形成工
作合力，在保持成绩的同时，严
格对照创卫标准，及时查找工
作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
保达标效果的保持，全力以赴
打好创卫复审攻坚战。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牛悦

中原区政协委员
开展落实
“六稳”“六保”活动

本报讯 为积极落实“六
稳”“六保”任务，7月 13日，政
协三官庙街道工委联合中原区
政协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界别
共16名委员组成考察团，到芝
麻街 1958双创园项目开展落
实“六稳”“六保”送温暖活动。

考察团一行察看了芝麻街
项目进展，聆听了项目介绍，参
观了中原国际设计谷项目及上
海联创设计公司。

在芝麻街会议室，党员面
对党旗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听取芝麻街招商部长对芝
麻街项目的详细介绍。随后，
政协委员、郑煤机集团负责人
对疫情以来企业发展及对“六
稳”“六保”落实情况进行通报，
中原新区服务中心就“六稳”
“六保”情况进行讲解。

中原区政协肯定了芝麻街
1958双创园以科创为主的科
创+文创的“双创”理念，并提
议考察团的委员们发挥自身优
势，帮扶和引导企业纾困解难，
积极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考察结束后，工委主任向
委员们传达了区政协对全区政
协委员们提出的关于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的相关要求，要
求广大政协委员坚定信心决
心，积极建言献策，立足本职建
功，担当社会责任。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书兵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中原
区委书记乔耸调研二砂文化创
意片区板块规划建设工作，区委
副书记、区委办主任杜建强，区
委常委、宣传部长成小波，区自
然资源局、中原西路街道主要负
责同志陪同调研。

乔耸一行实地察看二砂片
区一期首开区规划情况和建设

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并研
究项目建设情况和整体规划相
关问题。

乔耸表示，二砂片区作为中
原区三个核心板块之一，凝聚了
郑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的
深切厚望和持续关注，各级各部
门在项目建设工作中要牢牢坚
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特别注重前期规划
设计，深入调查研究，围绕发展
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融合的现
代产业体系，打造引领国际文化
与艺术潮流的文化新高地，确保
将二砂记忆发掘好、学习好、保
护好、传承好。

要博采众长、优中选优，通
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形成创新

合力，继续深化细化、全面完善设
计方案，确保规划设计早日落地。

要进一步加快首开区建设步
伐，相关部门做好密切配合，按照
10月初开园总体目标，明确工作
任务、责任人员、时间节点，倒排
工期，确保项目高质量按时推进。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彭智慧

本报讯 7月 14日，中原区
2020年乡科级领导干部主体班
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中原
区委副书记、区委办主任、区委党
校校长杜建强出席并做动员讲话。

杜建强表示，要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用战略思维把握全区大
局。参训学员要学以致用、融会贯

通，切实把各自承担的工作放入全
区工作布局大盘子中去思考推进。
要通过学习，提高站位，转变思维方
式，推动中原区各项工作的落实。

杜建强说，要坚持学思践
悟，在学习中联系工作实际进
行思考，学通搞懂理论知识，解
决工作中的困惑和问题，提升

创新思维能力。要以人民为中
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并落到实处。

据悉，本期主体班分为两个班
次。其中，乡科级领导干部主体班
学制20天，参训学员38人；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制1个月，参训学员30
人。本期主体班分为理论学习和党

性教育，按照《中国共产党干部工
作条例》及省委组织部关于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的要求，扎实开展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专题和意识形态工作、民法典、统
战、国际形势等内容的学习。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黎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6-45”
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提升问题线
索处置的质量和效率，中原区纪委
监委从7月2日到7日，对2019年以
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进行评查。

中原区纪委监委对评查工作
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召开专题会，
审议评查工作方案，对评查范围、
评查方式、评分标准等具体内容
进行明确。中原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薛晓军多次到评

查现场指导工作。他表示，此次
评查活动是对中原区纪检监察工
作扎实与否的一次大考核，各评
查组成员要客观公正、认真履
责。在评查现场，薛晓军认真倾
听评查成员的讨论内容，提出指
导建议，要求评出标杆、评出干
劲，促使纪检监察干部业务水平
得到提升。

中原区纪委监委科学合理制
定评分细则，以“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
合规、手续完备”二十四字作为
依据，使评分有据可依。评查开
始前，要求每名成员签订《评查
工作保密承诺书》，做好案卷材
料保密工作。据悉，此次评查共
抽取各类问题线索 63件 109卷，
其中谈话函询 24件 24卷，初核
了结类有 26件 35卷，立案审查
调查案件13件50卷。

评查工作结束后，将评查情

况在全区纪检监察系统予以通
报。各承办部门根据评查组反馈
意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深挖
症结根源，并及时整改。

根据要求，今后每季度均会
对之前已办结的问题线索进行评
查，形成制度化、常态化，通过查
漏补缺整改提升，探索建立长效
机制，稳步提升案件办理质量。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吴赛

本报讯 7月15日，中原区召
开 2020年上半年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
年工作。中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成小波出席并讲话。区委宣传部
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和14个街
道宣传员参加会议。中原区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罗云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原区 14个街
道上半年宣传思想工作完成情

况、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会议指出，各街道要对上半

年工作中的短板问题有清醒的认
识，多互相交流借鉴，提高业务水
平，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查漏
补缺，全面落实好2020年度宣传
工作十大重点安排。

会议要求，下半年，各街道要
紧扣理论学习、意识形态、正面宣
传、舆情处置、社会宣传、“扫黄打

非”、精神文明建设等7个方面全
面开展工作，不漏项不缺项。

会议强调，各街道宣传员要
学好宣传知识，尽快进入角色。
新履职的宣传员要多加强宣传知
识的学习，认真研读《全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 2020年度十大重点
工作安排》，充分熟悉业务，制定
出有力措施。

要尽责干好工作，尽力履职。

各街道宣传员要积极带头用好“学
习强国”平台，做好正面宣传工作，
加强宣传引领、思想引领。

要抓住工作重点，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要深刻认识到文明城
市创建是重点，意识形态工作要
常抓不懈，“扫黄打非”领域要有
突破，正面宣传要持续发力，舆情
应对要重视，扎实完成各项工作。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孟令峰

中原区召开2020年上半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全面落实宣传工作十大重点安排

中原区领导调研二砂文化创意片区板块建设工作

确保发掘好、保护好、传承好“二砂记忆”

中原区举办2020年乡科级领导干部主体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学通搞懂理论知识 推动工作落实

中原区纪委监委创新举措
评查2019年以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本报讯 7月10日，中原区政
协召开九届二十次常委会议。会
前进行城市“双改”工作专题调
研，区政府相关领导应邀参加。

在实地调研环节，中原区政
协主席刘守斌带领常委会成员一
行，先后察看了全区智慧城管中
心、西站路 82号院、“西郊记忆”
游园等“双改”工作现场。调研期

间，广大委员对中原区目前在城
市道路改造、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和城市智慧化管理等方面付出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表
示各调研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城市环境更加整洁有序、舒适
愉悦，市容环境不断提升。

在会议协商环节，区政府相
关领导向区政协常委会通报了中

原区城市“双改”工作情况。自全
市“双改”工作开展以来，中原区
城市道路综合改造成效初显，老
旧小区综合改造加快推进，城乡
接合部更美更靓，城市管理实现
全域全程提升，群众幸福感、安全
感、获得感更加厚实、更加持续。

刘守斌表示，要抓好全国两
会精神的学习，进一步增强政治

自觉。紧扣区委决策部署，以“四
心”工作为要求，进一步发挥人民
政协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作用。聚焦全区重点工作，
积极建言资政，紧贴民心，围绕
“六稳”“六保”任务，认真履职尽
责；协力齐心，紧扣城市“双改”工
作，主动献计出力。
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政协召开九届二十次常委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