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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1日，中牟县大孟
镇组织召开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挂图
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动员会。会议
传达了《大孟镇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方案》，并
围绕社区管理服务提升、非公党建提
质扩面、空壳村清零等重点任务进行
安排部署。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深化党建引

领作用，细化落实“挂图作战 集中攻
坚”的实施内容，制定“集中攻坚”行
动进度统计表和行动推进计划表；加
强实地督导，确保工作部署落实；亮
出基层党员身份、发挥基层阵地堡垒
作用，切实提升党建质量，确保攻坚
行动取得实效，全力推动“两个全域”
高质量发展。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常胜寒

大孟镇 按下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加速键”

本报讯 7月 23日，中牟县郑庵
镇召开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
作动员会。会议宣读了《郑庵镇
2020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选举实
施方案》，要求各行政村认真学习文
件精神，扎实开展各项工作，确保选
好配强人民调解队伍。

会议要求：统一思想、高度重
视。认真做好村级调委会换届，夯实

人民调解工作根基；依法依规，有序
推进。严把换届流程和时间节点，确
保换届工作结果公正；加强宣传，营
造氛围，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把真正符
合要求的人员推选到村（居）人民调
解委员会中来。
中牟时报 邓秀红
通讯员 田慧 郑建坡 文/图

郑庵镇 召开民调委员会换届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 7月 21日上午，中牟县
刘集镇邀请县委党校讲师尚静开展
“百名讲师下基层”宣讲活动。社区
80余名党员、镇党建办工作人员参
加了活动。

尚静以《守初心担使命、做合格
共产党员》为题，从横空出世、步履维
艰、绝处逢生、挫败连连、死里逃生、

大道之行 6个方面回顾了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的奋斗历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阐述了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重
大意义，并从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
纪国法和加强理论修养三个方面说
明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中牟时报 邓秀红 通讯员 刘正开

刘集镇 开展“百名讲师下基层”宣讲活动

本报讯 7月 27日上午，中牟县
广惠街司法所组织召开村（居）人民
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动员会。

会议要求：各村（社区）要高度重
视本次换届工作，做到公开、公正、透
明，以自主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
方式切实选拔出能够胜任调解工作
的人才；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充分
调动群众报名的积极性。换届工作
领导小组要对拟选聘人员严格把关、
细致审核。

会议强调各村（社区）要严格按
照会议和文件要求落实责任，组建一
支高素质的基层人民调解队伍，切实
发挥基层民调“第一道防线”作用，为
推进广惠街全面、稳定、快速发展做

出贡献。 中牟时报 邓秀红
通讯员 刘亚楠 文/图

广惠街 做好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 7月 23日下午，中牟县
东风路街道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无主
管楼院治理观摩活动。观摩团先后
来到东工企业家园、火车站家属院等
6个观摩点，采取现场听、现场看、现
场评的方式，实地察看了各个楼院党
组织的覆盖、业委会（自管会、居民议
事会等）的建立及整体环境整治等工
作。围绕提升城市基层党建质量，推

进“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建立“一核
多元 融合共治 全民参与”工作机
制、提升无主管楼院治理水平等基层
党建重点任务，对照《全县基层党建
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
方案》，对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
商讨，并初步形成解决方案。
中牟时报 邓秀红
通讯员 尚文龙

东风路街道 挂图作战集中攻坚 描绘城市蓝图

本报讯 7月 21日，中牟县青年
路街道联合中牟县人民法院开展了
学习宣传民法典活动，营造全社会
学法、尊法、守法的良好氛围。活
动现场，党员干部化身法律“宣传
员”，将民法典宣传册发放给社区

居民，并向居民讲解相关内容。活
动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等相关知
识，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的思维，提高居民的法律素质
和维权意识。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张蒙

青年路街道 开展学习宣传民法典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官渡镇召开
人民调解员换届选举动员会，会议就
本次人民调解员选举人员职数、构成、
候选人资格、选举方式及选举时间安
排进行详细说明，并对此次选举工作
提出工作要求：要严格把握程序，认真

组织好选举工作；严格人民调解委员
会委员的产生方式和推选条件，真正
把群众基础好、有较高群众威信、善做
群众思想工作、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
优秀人才选拔到调解员队伍中。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张海栋

官渡镇 召开人民调解员换届选举动员会

本报讯 7月 27日上午，中牟县
雁鸣湖镇召开村（居）人民调解委员
会换届工作推进会，会议要求，对于
民调换届工作要加强宣传，做到人人
知晓、人人参与。会议强调了民调工

作的重要性，重申了各行政村务必要
按照《雁鸣湖镇 2020年村（居）人民
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实施方案》抓好
落实，确保选好配强人民调解队伍。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陈娇娇

雁鸣湖镇 精心安排部署 再掀民调工作热潮

本报讯 7月 24日下午，中牟县
狼城岗镇开展以案释法宣讲教育活
动，活动宣读了两个涉恶团伙的判决
情况，讲解了扫黑除恶相关政策法律
知识，围绕两个涉恶团伙主要违法事
实对照法律法规开展释法说理。

活动旨在宣传党和政府打击黑

恶势力的坚定决心，营造全民知晓、
全民参与的扫黑除恶氛围。通过典
型案例剖析，让大家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
强，切实增强辖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对平安建设工作的满意度。
中牟时报 邓秀红 通讯员 李辉

狼城岗镇 开展以案释法宣讲教育活动

本报讯 7月 28日，中牟县姚家
镇组织镇应急办、企业办、派出所等
部门召开仓储物流重大火灾隐患挂
牌督办会。

会议要求：深化安全生产工作认
识，牢固树立红线意识；明确隐患整
改时点，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加大隐

患管控和整改力度，坚决不留后患；
压实隐患整改责任，确保隐患尽快整
改到位；严把时间节点，常态化组织
企业办、派出所等单位进行跟踪督
办，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中牟时报 邓秀红
通讯员 陈勇

姚家镇 吸取火灾教训 加大整改力度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演艺中心开展结对共建
“手拉手”活动，为群众送上 4天 8场
“送戏下乡”戏曲演出，党员志愿者深
入社区做好节目宣传，为节目取得良
好效果保驾护航。

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用实际行动展现戏曲艺术
的无限魅力，传达历史文化的深厚
底蕴，不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中牟时报 崔合林
通讯员 刁倩倩 赵红卫

文广旅游局 党员先行作表率 志愿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7月 20日，中牟县黄店
镇文化站联合镇综合执法办、镇中心
校工作人员到镇区校园周边开展“集
中清缴整治宣扬自杀的少儿出版物
和有害信息”专项排查行动。工作人
员对校园及校园周边文具店、书店、
打字复印店等进行了认真排查。

此次排查行动，进一步增强了经
营业主自觉守法经营的意识，为辖区
校园周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进
一步净化了校园周边环境，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氛围。
中牟时报 邓秀红 徐少杰
通讯员 张珂

黄店镇 开展不良少儿出版物专项排查行动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审计局
组织业务人员参加审计署组织的
2020年度扶贫和乡村振兴审计视
频培训会。会议要求：针对目前扶
贫和乡村振兴领域面临的问题，审计
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和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掌握扶贫和乡村振兴领域的最

新政策精神，关注特殊人口救助等
综合保障政策的落实情况，同时拓
宽大数据审计的思路和方法，促进
产业扶贫政策设施的落实，推进与
产业振兴的有效衔接，为下一步开
展扶贫和乡村振兴审计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曹惠平

审计局 关注扶贫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