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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7日，在纪
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之际，
中国少年先锋队郑州市金水
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是在全区上下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区委十一届十二次全
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
工作的意见》精神，向着打
造高品质现代化城区、实现
“两率先一争当”奋力进发
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以观看《骄傲的少
年》宣传片拉开序幕。在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出旗仪式
后，大会奏唱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并观看了少先队员献
词表演。

随后，大会宣读了《关于
2020年度金水区少先队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
报》《关于对金水区“红领巾
奖章”二星章获得者通报表
扬的通知》，并为2020年度金
水区少先队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最后，会议听取并审议
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郑
州市金水区第三届工作委员
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
中国少年先锋队郑州市金水
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委员。

大会闭幕后，召开了中国
少年先锋队郑州市金水区第
四届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工
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张俊辉 郑璐

中国少年先锋队
郑州市金水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 4月 23日下午，金水
区召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推进会，总结前一阶段工
作，查找薄弱环节、短板弱项，安
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贯彻落实郑州市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推进会精神，动员全
区上下迅速进入攻坚状态，以必胜
的决心和勇气，集中力量解决难点、
乱点问题，集中时间补短板、强弱
项，集中精力全域排查、全面整治，
确保高质量、一次性通过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区委书记张红伟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上播放了全区创卫复审暗
访视频，宣读了区创卫复审流动红
黑旗通报、区纪委追责通报，颁发

红、黑旗，点评近期工作。区住房保
障办、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丰
庆路街道、国基路街道表态发言。

张红伟表示，一是树牢目标导
向，短板要补齐，行动要迅速。二

是树牢问题导向，重点要聚焦，整
治要彻底。三要树牢效果导向，责
任要压实，长效要保持。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常程 李贞 文/图

金水区高标准严要求提升市容市貌

本报讯 近日，金水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
第一次集中学习，为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作出示范，推动全区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本次专题集中学习分为 4个
具体阶段：聆听中共河南省委党
校哲学教研部主任田宪臣专题讲
座，自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
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知史爱
党 知史爱国》等篇目，集中学习
交流研讨所思所悟，集体参观任
长霞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展。

田宪臣教授以《学习百年党
史 汲取奋进力量》为题，为区委
中心组成员做了生动精彩的党史
教育专题报告。

区委书记张红伟指出，要坚
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深化思
想认识。在学思践悟中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把目标要求
贯穿始终，增强学践质效，抓实专
题学习、政治引领、专题培训、“我
为群众办实事——金水在行动”活
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
五个方面重点任务；要坚持把领导
带头贯穿始终，发挥头雁效应，拔
高标准、提高要求，先学一步、学深
一层，先改起来、改实一点，一级做
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确保
学习教育扎实见效。

近日，区委中心组还开展了以
“学党史、悟思想”为主题的集中
学习研讨会。中心组成员围绕
“学党史、悟思想”主题，回顾党的

历史，结合金水发展，聚焦当前全
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大局，深
刻阐述自己的学习体会，相互启
迪、共同提升，推进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走心，为建设高品质现代化
城区、实现“两率先一争当”奠定
坚实理论基础。

近日，区委中心组成员来到登
封，集体参观任长霞同志先进事迹
陈列展，观看专题片《永恒的彩霞》。

就进一步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张红伟表示，要带着思考学，当
好政治“明白人”。要以民为本做，
当好群众“贴心人”，围绕群众关心
关注的具体民生内容，认真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研究
确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建立健全
解决民生问题长效机制。
记者 鲁慧

本报讯 为有效推进金“质”营
商环境建设，拓宽监督渠道，完善
营商环境监督工作制度，4月 28
日，金水区召开了 2021年营商环
境特邀监督员工作会。此次会议
实现了金水区营商环境工作会议
的新突破，前所未有，意味着金水
区对于要做好“营商环境”这件
事，有着“必须要做，做就做好”的
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会议印发了《金水区营商环

境特邀监督员制度》，企业代表、
群众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现场表
态发言。会议针对如何开展好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展开，希冀打造
透明阳光的服务体系，凝聚社会各
界力量，拓宽意见渠道，鼓励监督
代表当好“监督员、宣传员、推介
员”，搭好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
带，推动“金字招牌”的名声打响，
创新智城、品质金水的品牌树立。

各界代表纷纷表示要贡献己

力，当好“信息员、情报员”，做
好真实监督，解决实际问题，建
言献策言之有物，监督成效有理
有据，成为政府、企业和群众间的
润滑剂。

会上透露出营商工作的最新经
济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金水区实有
市场主体 262676 户，其中企业
168157户，个体94519户；今年1月1
日至3月31日，新增9986户（企业5293
户、个体4693户）。记者 鲁慧

金水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首次集中学习

学思践悟 当好政治“明白人”群众“贴心人”

本报讯 近日，金水区召开
2020年度目标总结表彰暨2021年
重点工作推进会。区委书记张红伟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宣读有关表彰决定，受表
彰的先进单位代表和先进个人代
表上台领奖，兴达路街道、丰庆路
街道、区发改委、区城管局、区保障
办、区住建局表态发言。

围绕2021年工作开展，张红伟

指出，全区 2021年和“十四五”时
期发展的基本思路、目标路径、工
作重点、任务要求等已明确，各级
各责任单位要把“规划图”变成
“施工图”，把“时间表”变成“计程
表”，对标一流、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要增强“没有对标一流也是一
种风险”的忧患意识，不自满、不
懈怠、不停步；要始终保持对标一
流的信心决心、奋勇争先的干劲

拼劲，努力开创新时代金水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张红伟表示，干在实处，关键是
干。2021年要全力开展“六大比
拼”：高能级科技创新大比拼，高
水平改革开放大比拼，高质量城
市发展方式大比拼，高层次现代
产业体系大比拼，高标准优化公
共服务大比拼，高要求防范化解
风险大比拼。记者 鲁慧

金水区召开2020年度目标总结表彰暨2021年重点工作推进会

干在实处 全力开展“六大比拼”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
“健康金水”行动和“健康促
进区”建设，提高职工健康管
理水平，近日，金水区健康促
进区建设工作办公室邀请了
金水区总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主任先后前往金水区发改
委、金水区财政局，对其干部
团体体检报告中出现的健康
问题进行了专业、有针对性

的分析讲解。
讲座主要针对常见慢性

疾病——心脑血管病、冠心
病、高血压、高血脂、甲亢、脂
肪肝、肥胖等单位团体体检
报告中出现比例较高危险因
素的病因、临床症状及防治
方法，对突发意外事故自救
与互救等方面进行解惑。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李卓

本报讯 4月 28日上午，
金水区召开“健康金水”信息
化项目阶段性成果展示交流
会，省、市、区三级卫生系统
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一行
前往安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实地考察，检验信息化项
目阶段性“成绩单”，并对后
期发展方向进行深度研讨。

去年以来，金水区委、区
政府积极进行项目考察，引
入人工智能龙头企业科大讯
飞，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医疗机构，打造“1个平台、6
大应用”的新型医疗服务体
系：1个平台是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6大应用分别是“智慧
管理、智慧公卫、智慧便民、
智慧基层、智慧疾控应急和
智慧医院”。

截至目前，“健康金水”

信息化项目已实现 4 个阶
段性成果，涉及“智慧公卫、
智慧基层、智慧疾控应急”
三大方面，分别为智能语音
外呼助手、人工智能健康管
理系统、智医助理辅助诊疗
系统和人工智能传染病症
候群预警监测系统。

辅助诊断系统可以辅助
基层诊疗，提升诊断准确性；
智能血压计可对居民健康状
态进行实时监测，如遇异常
AI会及时打电话、发短信提
醒居民，医生也同步接收提
醒；智能外呼系统只需设置
好呼叫任务，一次就可同时
通知数位居民，“一呼百应”
轻而易举实现。

现阶段，整体信息化项
目已经进行35%，预计今年底
全部完成建设。记者 鲁慧

“健康金水”信息化项目
交上阶段“成绩单”

打造金“质”营商环境 特邀监督员来把关 金水区开展知识讲座
加强职工健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