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23日下午，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举行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

“小小红船把波澜推向
浦江，张新锦、陈洪等一批英
雄先烈，随着红船，走上了革
命征程……”市交通运输局
宣讲团成员左佳同志拉开了
精彩宣讲的帷幕，开启了交
通运输局“学党史、担使命、
建设人民满意的交通”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活动。

13名宣讲员满怀深情地
讲红色故事、讲百年奋斗、讲
家国情怀、讲“窗口”经验，讲
未来憧憬等。通过宣讲，大
家一致表示，深受教育和启
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

量、高标准开展，使党史学习
教育走实走深、入脑入心；把
优良的学风、扎实的作风贯
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学出坚
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学出
绝对忠诚；要从党的光辉历
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
党史教育宣讲团将走进基
层一线，进班组、进企业、进
场站，开展巡回宣讲，让红
色教育全覆盖，形成学党
史、颂党恩，办实事、干事业
的新局面。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边艳 刘丽丽

本报讯 为落实全市共青
团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十个一”
系列活动安排，引导广大团员青
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怀，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4月23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直工委、团
市委、市教育局承办的“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微团课比赛在崇
文中学举办，全市基层团组织推
荐的23名青年参加了比赛。

参赛选手以“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为主题，围绕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讲“四史”故事;学习革命
先烈、英雄模范等人物的典型事
迹，讲“英雄”故事; 深挖新中国
成立以来沧桑巨变、辉煌成就背
后的奋斗历程，讲“复兴”故事;
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的艰辛探索、
艰难创业和重大成就背后的宝
贵经验，讲“创新”故事; 围绕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历史，社会
主义运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
发展历程，讲“信念”故事。微团
课主题突出、内容充实，逻辑清
晰、真实自然，结合时代特色、青
年特点，以价值引领为导向，弘

扬正能量，为庆祝建党百年传播
青年之声。

本次微团课比赛旨在以赛
促学、以课为引，教育引导广大
团员青年了解党的光辉历史、
感悟党的初心使命、领会党的
创新理论、传承党的红色基因，
培养爱国爱党情怀，真正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建功立业，为新郑
建设现代化全国一流中小城市
贡献青春力量，以优异成绩献
礼建党100周年。记者 杨宜锦

新郑市 举办“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微团课比赛

本报讯 4月 23日，以庆祝
世界读书日为契机，城关乡把党
史学习教育和读书活动有机结
合，通过全方位宣传、观看微视
频、发放绿书签、讲红色故事等举
措，开展了“绿色阅读学党史、文
明上网扬新风——绿书签行动”
系列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保护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

城关乡一初中组织全体师
生开展活动，学校通过张贴宣
传海报、主题班会、观看宣传片
等方式，向全校师生讲解了世
界阅读日的相关知识，引导和
鼓励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合理利用网络，倡导绿色阅
读、文明上网，用读书充实生
活，从书籍中汲取力量。

活动提高了学生对盗版、
非法出版物危害的认识，营造
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
尊重知识、尊重创意，自觉远离
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
正确认识网络、利用网络，让网
络成为学生学习的良师益友。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赵秋燕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社区
党组织工作整体水平，进一步
激发基层党建活力，4月 20日，
新烟街道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
书记“亮赛比”活动第一季度擂
台赛“逐社区观摩”活动。

“新一届‘两委’班子上任
后工作开展情况如何？”“基层
党组织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如何
发挥？”“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有
哪些进展？”“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如何推进？”活动中，10
个社区党支部书记围绕第一季
度工作亮点和当前重点工作开
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和发展谋划做详细汇报。观摩
组采取一听、二问、三查看的方

式，逐社区观摩，逐社区对比。
大家在观摩中交流，在交流中
促进，亮出了承诺，赛出了实
绩，比出了干劲。

在随后召开的观摩点评会
上，观摩组分别对10个社区第一
季度党组织书记“亮赛比”活动
进行了测评打分。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对观摩活动进行了点评，
党工委书记对下一步党建引领
街道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会上指出，一要准确把握
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各社区
党组织书记要担负起“强一方
基础、谋一方发展、保一方稳
定、聚一方合力”的重要职责，
从领导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机

制等方面积极改进，带头谋划
工作、带头深入群众、带头解决
问题，为街道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二要持续聚焦重
点，建立问题清单。要结合这
次观摩活动，对自身存在问题
进行摸排、整改，以问题解决带
动各项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是要提振精神状态，激发干
事活力。要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在行动上高度自觉，带动社
区一班人真正形成比干劲、比
作风、比创新、比成绩的浓厚氛
围，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圆满完成街道全年各项目
标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马瑞萍

本报讯 近日，观音寺镇全
镇上下党史学习教育正如火如
荼地开展，切实把党史学习教
育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的实际行动。全镇21个行政
村开展“千户走访办实事”实践
活动，以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使命，推出一批全力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举措，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以办实事践
学检学。

“走访村里留守老人、空巢
老人，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叮
嘱他们有困难就找村两委，这只
是我们任务清单中的一项，村两
委会将日常走访发现的问题一
一记录，依照轻重缓急逐项协调

落实。”大董村党支部书记董景
贤说，他们还将党史学习教育与
推动美丽乡村工作结合起来，加
快推进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将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人
民群众的务实举措。

通过走访，楼李村梳理出
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涉及道
路两旁绿化修整、文化广场健
身器材配套设施建设等问题，
充分利用列单、交办、办理、清
单模式，落实落细责任，逐项推
动问题解决；唐户村重点列出
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
题、一批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具
体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建立任务台账、工作清单，逐条

逐项分解落实、跟踪督办，持续
推动问题解决，切实打通“堵
点”、消除“痛点”、清理“淤点”，
提升群众满意度；林庄村两委
在走访中现场协调村民纠纷，
并在走访了解村民诉求后认真
研究路灯建设问题，制订排污
管道建设方案。

服务群众永远在路上。观
音寺镇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树牢宗旨意识，聚焦聚力
重点任务，着力贯彻新发展理
念，确保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
好，努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
得实效、走在前列。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赵小妹

本报讯 4月 21日上午，
孟庄镇联合孟庄完全小学，
在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二
楼开展“绿色阅读学党史，
文明上网扬新风”活动。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来到
镇文化服务中心图书阅览室，
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党史图
书，倾听着带队老师讲述的
党史故事。此次阅读活动以
现场阅读、讲述党史故事等
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

培养了情感认同，引导孩子们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此次活动，给孩子们营
造了一个健康成长的社会
环境，也让孩子们明白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道理，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坚定了孩子们从小努
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永
远跟党走的决心。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张丰军 双双 文/图

孟庄镇 开展绿色阅读学党史活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在“五一”劳动
节即将来临之际，观音寺镇
妇联在十里铺村开展了“从
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争
做“红苗工匠”活动。

活动首先观看了“二七
大罢工”视频，视频播放后，
蔡老师说：“他们用自己的
鲜血为日后的工人运动做
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身上
体现的爱国、奉献、无畏、不
屈不挠、英勇斗争的伟大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孩子们
深受触动，纷纷表示会好好
读书，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长大后做一个对祖国、

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活动中孩子们充分利

用身边的废旧纸箱，围绕主
题，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制作出一件件创意新颖、主
题突出的手工作品：有的用
废纸箱折出小小红船、有的
折出驱逐舰模型、有的折出
航母模型、坦克、直升机、自
行车、电动车、小汽车创意
无限。通过作品，让孩子们
感受到和平建设时期新中
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科学
家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张会霞

观音寺镇
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活动

城关乡 绿色阅读学党史 文明上网扬新风

新烟街道 书记擂台“亮赛比”社区观摩促提升

观音寺镇 学党史下村走访 察民情办实事

交通运输局 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学党史、担使命 务实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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