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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携手筑起“堤坝
线”发动蓝天青年突击队对
249个楼院公共区域进行全面
消杀，组织300余名青年志愿者
进社区开展测体温、入户排查
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凝聚合
力，强化保障。通过开展“深夜
食堂”“义务理发”、捐赠防疫物
资等活动守护一线工作人员。
正面宣传，有效引导。多渠道
多形式宣传防疫知识。

思想领航，画好青年“同
心圆”持续提升引领力，当好
“指明灯”。线上开展“青年大
学习”，线下组织青年讲师团
宣讲。选先进树典范，弘扬五
四精神。开展纪念五四运动
系列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激
励广大团员青年再立新功。

党团队一体化，薪火传不间
断。创新工作模式，打造社区
少先队工作室夯实基层阵
地。扎实推进少先队“红领巾
先锋工程”工作，省会少先队
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金
水区举行。传承红色基因，绽
放“青春之花”。开展“牢记青
春使命，绽放出彩青春”主题
宣讲、红色观影、“我与国旗
合影”等活动。

服务大局，共同唱响“一首
歌”奋勇争当排头兵，全力以
赴干在实处。开展“绿风尚”
青少年生态环保攻坚行动，持
续深化“保护母亲河行动”，落
实“河小青”河长制；聚焦环境
污染防治，组织学校开展环保
宣传、垃圾分类、“三减一节”

等 20余场次；开展“助力脱贫
攻坚、创建慈善城市”广场宣
传活动，发动非公企业积极
捐款捐物。成立金水区首个
团代表联络站，截至目前，团
代表联络站已接待来访青年
62 人，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70
余条。

强基固本，巩固最大“公约
数”加强团的领导机关党的建
设，扛稳党建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加强基
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坚持党建
带团建、团建带队建，推进团队
组织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党
团队一体化建设。强化团员团
干管理。全团抓学校意识，深
化团员先进性建设，科学调控
团员发展。

凤凰台街道
督查市场、商超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1月 22日，凤凰台街
道副主任周凯带领区域发展办公
室到辖区市场和商超督查疫情防
控工作。

周凯强调，各负责人要严格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松弛心态。加
强疫情防控工作。督促市场、商超
落实人员扫码、测温、佩戴口罩、清
洁消毒等措施。加强隐患排查。
全面梳理、排查市场监管领域每个
环节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加
强应急管理能力。严格核查应急
值守，提高应急能力、风险意识、责
任意识，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杨晓雅

花园路街道
吹响围挡整治“冲锋号”

本报讯 近日，金水区金水路
与东明路交叉口西南角的施工围
挡整治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花园路街道与金水区城市综
合执法局执法五中队对辖区内围
而不建的“僵尸”围挡问题进行了
集中整治，东明路与金水路交叉口
西南角的围挡也纳入了此次整治
范围。此次整治由花园路街道牵
头，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协助小组，
派专人盯守施工现场，确保围挡的
拆除及后期重建工作如期完成。

目前，东明路与金水路交叉口
西南角的围挡已经拆除完毕，后期
的重建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胡海亮

本报讯 1月 21日起，金水
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乱
停乱放集中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内容包括：主
次干道、支路背街非机动车
及共享单车乱停放；非机动车
及共享单车停放点标志、标
线、编号不全或缺失，施划标
准不高；非机动车及共享单
车停放点占压盲道、影响行
人正常通行和影响城市交通

安全等问题。
重点治理地铁站点、医院、

学校、商业中心、汽车客运站和
火车站、高铁站等区域。

整治过程中，辖区各街道
设置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停放
点（位）。

整治后，市区主次干道和
支路背街沿石以下无非机动
车及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王彦斐 李志国 文/图

聚焦主责主业 狠抓基层党建
共青团金水区委聚力打造工作亮点

2020年以来，金水区共青团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团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团组织提升“三力
一度”要求，带领全区团员青年在打造高品质现代化城区中贡献青春力量，各项工作取得良好进展。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张俊辉

“青柠计划”项目 围绕区委
中心工作，发挥好融入服务职
能，落实黄河生态保护思想，持
续深化“保护母亲河”行动、“绿
风尚”青少年生态环保攻坚行
动，倡导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

“青年之家”项目 在阵地建
设上下功夫，逐步实现“建一个
家、树一面旗、带一批人”，打造
出一批深受团员青年欢迎的
“共青团门店”。运营青年之家
共 17家，开展各类活动共 310
余场。

“双创青年”企业项目 以党
建带团建，通过政府购买社工
服务的模式，开展“创出彩”青
年创业创新创优行动。

下一步，团区委将推进基
层建设，积极筑牢基石工程。

不断深化街道社区团建工作，
巩固中小学共青团基层团组织
建设，稳步推进非公企业团建，
畅通联络渠道积极拓展新兴领
域青年工作覆盖，提升新时代
团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

明主责抓主业，凝聚青年服
务大局 聚焦“两率先一争当”，
深化对市委、区委新发展理念
的理解认识，围绕“弘扬劳动精
神 争当出彩先锋”巩固团的工
作，争当青年先锋，为城市管
理、母亲河保护、环境提升等提
供必要支持、汇聚青春合力。

着力提质增效，聚力打造工
作亮点 打造“店小二”服务品
牌，深化“青柠计划”志愿者服
务、“双创青年”服务、“青年之
家”3个项目品牌。

硕果累累
工作有成效 成绩有认可

独创特色
三大明星项目 树立金水“团品牌”

本报讯 近日，金水区城市
管理局以单位骨干力量为主
体，同时吸纳各街道办事处、市
建投通信管线公司、市四大通
信运营商等责任单位的党员共
同组建了“行走在路上”临时党
支部。

该支部以退伍军人为突击
分队，下力气锤炼勇于制胜的
“尖刀”精神，也被大家尊称为
“民兵尖刀班”。

该支部着力配合全市“一
环十纵十横”工程，紧抓架空通
信线缆入地工作不放松，并结合
辖区支路背街综合改造、道路大
中修、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突
出治理重点难点区域。一方面
尽力在管道建设推进过程中减
少开挖面积，车行道采取顶管施
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出

行的影响；另一方面倒排工期，
合理安排施工时序，确保地下管
道建设一条，道路修复一条，架
空通信线缆入地改造一条，清废
拔杆一条，切实做好各项工作衔
接，有效保障整治成效。

2020年，金水区架空通信
线缆整治原计划 33条段 48.6
公里，但结合旧城改造的进度，
区委又追加了 31条路段，任务
调整为 64条段 86.8公里，几乎
是原定计划的 2倍。“民兵尖刀
班”没有丝毫退缩，想尽办法调
整安排，加班加点，为顺利完成
任务不断冲刺。

2020年，金水区完成架空
通信线缆整治 67条段 88.4公
里，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王晓颖 白珺 唐磊

金水区集中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

本报讯 近期，金水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金水区消费
者协会联合发布“双节”期间
疫情防控消费提示，提醒并
倡导广大消费者自觉配合科
学防疫、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文明用餐抵制浪费以及在冷
链食品采购、发热类药品采
购等方面做好防护，配合防
疫，合理消费，保障安全。

自觉配合，科学防疫。
积极配合核酸检测和疫苗接
种等疫情防控工作，自觉佩
戴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配
合测量体温及信息登记，尽
量减少公共场所逗留时间；
勤洗手、勤消毒、勤通风；少
扎堆、不聚集；倡议使用微

信、视频、电话等非接触方式
拜年；严格履行返郑人员报
备制度，严格执行居家隔离
措施。

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不盲目抢购、大量囤积。
文明用餐，抵制浪费。外
出用餐时，文明就餐；提倡
分餐制。

注意冷链食品采购。近
期，应尽量减少购买、食用进
口冷链食品。

加强监督，依法维权。
如遇哄抬物价、以次充好、销
售“三无”商品等违法经营行
为，请及时拨打 12315热线
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权。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陈莉

“民兵尖刀班”全力做好
线缆入地整治工作 这份“双节”消费提示

请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