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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自来水公司扎实做好户表改造工作

“一户一表”明明白白
老百姓纷纷表示满意
本报讯 4 月 26 日，荥阳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来到地税局家属院，为该小区户
表改造工作进行前期现场勘测，在勘测
现场的同时，就荥阳户表改造政策向小
区住户进行宣传，并对住户提出的问题
一一进行解答，让住户真正了解政策，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真正把党的政
策落实好，把群众的需求解决好。
2021 年以来，荥阳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党史同
干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主动出击，主动作为，大力开展
“一户一表”改造工作，为百姓办实事、办
好事。按照《荥阳市老旧小区整治提升
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自来水公司将全
力配合京城、索河街道办事处，完成 66 个
老旧小区 2400 余户的供水改造工作。
清馨园小区始建于 2000 年，居民用
水水表只有一个总表，
居民交水费十分不
便，
也容易产生纠纷。借着老旧小区改造
之机，
荥阳市自来水公司将小区老式的机
械水表全部更换成智能表，
实现一户一表，

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召开专题培训会

小区居民纷纷表示：
“没改造以前，
各家都
有纠纷都有矛盾，
集体收费不好收，
水费价
格特别高。改造以后，
按照国家标准收，
每
户单独计量收费，
还能网上交，
我们老百姓
非常满意，
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
下一步，荥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将
围绕“清水润心 厚德为民”的服务宗旨，
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做好做
实户表改造工作，让更多的群众早日用
上方便水、
干净水、
明白水。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楚云峰

本报讯 4 月 26 日，荥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迎建为全体党
员干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授课。王迎建从
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时代背景讲起，生动
形象地讲解了从 1920 年夏到 1921 年春随
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
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建党条件基本成熟。
党员干部随着王迎建深刻的讲解，深深地
被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积极奔走寻求救国
救民道路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此次党史学
习专题培训让大家进一步明白自身所秉承
着新时代的使命与责任，为实现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用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荥阳时报 邓浩浩 通讯员 何继萍

狼窝刘村完成 313 个车位车库分配

荥阳房产中心党总支书记
讲专题党史课

本报讯“这下好了，孩子们回家再
也不怕没地儿停车了，家里的杂物也有
地方存放了，政府又为我们办了件大实
事。”4 月 27 日上午 8 时，荥阳市京城路
街道狼窝刘村安置区里人头攒动，村民
们早早地来到车位车库分配现场排队
等候，心情很激动。
京城路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
主任张喆，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建文也来到分配现场，了解车位车库
分配及新建车棚情况，确保分配车位车
库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高旭东介绍，本

本报讯 为全面深入开展好党史学习
教育，引导中心干部职工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4 月 26 日，
荥阳房产中心党
总支书记禹文强以“从党史故事中学忠诚
干净担当”为主题，通过党史中真实的故事
来启发干部职工感悟思考。此次专题党史
课从
“一昼夜奔袭 120 公里徒步行军的故事
看共产党人的敢死拼命精神”
“八一南昌起
义主要领导者抛弃高官厚禄拎着脑袋革命
的故事看何为坚定理想信念”和“红西路军
悲壮历史故事看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
等5
个经典小故事，结合文史资料和工作实际，
深入浅出、详细生动讲述了党走过的光辉
历程，在学思践悟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
。
荥阳时报 朱培远 通讯员 徐丽娜

公开、
公平、
公正，再也不用抢车位
次车位车库分配制定了详细的分配方
案，通过“四议两公开”，以抓阄的办法公
开公平地实施。在分配之前，进行 7 天的
公示，本次现场分配结束之后，将于下周
进行车位车牌悬挂。
上午 9 时许，车位车库分配工作正式
开始，抓阄确定车位车库的位置。整个
过程平稳有序，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完成了 313 个车位车库的分配。
据了解，该村在安置房分配后由于
各种原因车位车库及储藏室一直没落
实，在与开发商多次协调后，目前第一批
车位已分配到位。

车位车库划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为进
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实
为民服务，打造规范有序的公共停车环
境，解决小区停车难问题，该村在车位车
库分配前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车位图纸
及情况，梳理车位个数及类型，将地下车
位车库分类统计，并根据村民前期选房
情况，结合车位类型及数量，按项目划分
相应数量的车位车库，提高了地下车库
利用率，改善了村环境和秩序，提高了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荥阳时报 王利雅
通讯员 荣高洁 刘铫

荥阳市卫健委
走进市妇幼保健院讲党课
金寨回民小学
传讲党史故事 争做担当少年
本报讯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了解党的百年
奋斗史，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担当意识，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4 月 26 日，荥阳市金寨回族
乡金寨回民小学开展“童心向党 党史故事我来讲”
故事会比赛活动，将红色教育搬进课堂，让学生传
讲聆听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伴随着背景音乐婉转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
拍，18 名优秀学生代表以革命英雄事迹、著名历史
事件等红色经典故事为主要内容，用生动的语言、
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个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
《董存瑞》
《小萝卜头》
《一封鸡毛信》……同学们用
最美的语言，表达着最真的情感，抒发爱国情，树立
报国志。一个个英雄人物、一段段红色故事都触动
心灵、引人深思、催人奋进，精彩的讲述不时赢得同
学们的阵阵掌声。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陈岚岚

广武镇关工委
走进校园课堂 宣讲爱国精神
本报讯 为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4 月 26 日下午，广武镇关工委走进
镇第一小学，为全校学生上了一场生动的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课。
广武镇关工委副主任、广武中心校副校长张百
安从“为什么学党史”
“学党史什么”
“怎样学党史”三
方面进行宣讲，用“开天辟地”
“ 改天换地”
“ 翻天覆
地”
“ 惊天动地”四个词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历程，让学生们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有了深
刻而清晰的认识，更真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荥阳市五老报告团成员、广武镇关工委副
主任张运兴用一个个生动的英雄故事给同学介绍了
“抗美援朝精神”，勉励学生以英雄为榜样，听党话、
跟党走，
努力学习，
担负起民族复兴伟业。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马珂

广场社区开展关爱妇女儿童义诊
本 报 讯 为 贯 彻 落 实 学 党 史 、悟 思
想、办实事、办好事、开新局工作要求，4
月 29 日上午，索河街道广场社区联合荥
阳市妇幼保健院在广场社区开展“关爱
妇女儿童健康”义诊活动。
社区邀请了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
张昊、儿科主任张进潮等专业人员对社
区居民普及妇科、产科、乳腺科、儿科、

儿保科等相关知识。医生们热情地接
广场社区书记乔昭君表示：
“ 社区今后
待每位前来就诊咨询的群众，免费为大
将开展更多关于居民健康的活动，持续
家提供测量血压血糖、B 超、妇科健康咨
将为民办实事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
询、儿童生长发育、营养保障等健康咨 ‘小事’中，把群众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
询服务。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
此次社区义诊活动，有力提升了社
生活水平。”
区群众的保健意识和防病能力，帮助社
荥阳时报 朱培远
区 居 民 实 现 与 妇 幼 专 家 零 距 离 对 话 。 通讯员 赵璐滢 马秋菊

本报讯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
开展，强化政治引领，筑牢信仰之基，把稳
思想之舵，4 月 26 日，荥阳市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荆淑静在荥阳市妇幼保健院一号会议
室，为全院 80 余名党员及中层以上干部进
行了“学党史 悟思想 开新局”的主题党课
讲座。荆淑静分别从“为什么学党史”
“用
正确的历史观学党史”
“百年党史的启示”
三个方面讲述了“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知
史明智 知史担责 以史鉴今 以史资政”等
内容。荥阳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院
长李强要求全体参与学习的党员、中层干
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牢牢把握政治方向，
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为
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马新奎

荥阳市商务局
培育跨境电商人才

本报讯 4 月 23 日至 25 日，荥阳市商
务局在荥阳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举办
2021 跨境电商培训，60 多名从事跨境电商
企业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此次培训
邀请到悉知科技销售主管、资深客户经理
王亚，河南曼安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阿里巴巴专业技能讲师张弯弯给大
家分享跨境业务经验。两位讲师采用理论
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兴跨境企业
推广模式、视频广告应用怎么做等方面进
行授课。学员们表示，外贸基础、语言能
力、平台应用等综合实践能力都有了不同
程度的提高。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王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