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
处，优化辖区环境，建设宜居家园。
近日，花园口镇组织开展“全城清洁”
行动。

召开工作安排部署会，明确工作
目标，层层压实责任，形成包村领导
带头抓、村主要领导具体抓的良好工
作局面。由机关干部、党员干部组成
的多支志愿服务队重点对辖区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的积存垃圾、堆放的
杂物进行彻底清运。针对一些年龄
大、环境意识较差的群众，志愿者耐
心讲解生活垃圾的正确处理方法，进
行宣传教育，强化群众的“思想武
装”。本次行动参与人员 310余人，
出动垃圾清运车 12辆，清扫保洁

3000平方米，清理绿化带500余米。
同时，利用微信群、大喇叭等形

式，积极开展环境整治宣传工作，进
一步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群众对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
知晓率、认可度和参与度。成立督查
组，每天对各村环境卫生整治情况进
行督查并通报，指出存在问题和不
足，要求其限期整改，实现环境卫生
整治开展常态化、管理常态化和督查
常态化，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花园
口镇用实际行动践行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精神。下一步，将继续加
大环境整治力度，营造干净、整洁、美
丽居住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

为扎实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筑起免疫屏障，江山路街道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主题实践活动，践行动、务实效，
将疫苗接种专场开设在学校。本着
方便辖区学生接种的想法，自 5月 8
日起，江山路街道联合惠济区疾控中
心、惠济区人民医院、师家河村卫生
服务站等，在郑州财经大学设置 15
台流动接种点，为符合接种条件的师
生们提供安全、科学、规范、有序地接
种新冠疫苗服务。

据了解，由于辖区院校内人员比
较密集，风险较大，街道领导考虑到
学生无法外出进行接种，多次到院校
沟通协商，经过研究最终确定在院内
开设专场为学生们进行疫苗接种。

为了此次接种还专门组建了由
街道工作人员和学校师生代表 60余
人的志愿者、医疗和后勤应急等三支
志愿服务队。现场设置了健康情况
筛查区、信息录入区、新冠疫苗接种
区、留观区，各区域都摆放了统一标
识的指示牌。提前预约好的师生们
有序排队确认信息、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进行疫苗接种，接种后在留观区进
行 30分钟观察，无异常情况方可离
开，整个接种现场井然有序。

接种首日共有 4000余名学生完
成疫苗接种。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推
进新冠疫苗全面接种工作，发扬学史
历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精神，“周末
不打烊”，确保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进一步有效建立起人群免
疫屏障。

花园口镇
我为群众办实事 亮丽家园迎客来

江山路街道
不出学校就能接种疫苗

近日，居住在惠济区刘寨街道裕
华社区的居民仇小慧，分别给刘寨办
事处和裕华社区送来了锦旗，说起刘
寨办事处和社区对其家庭的帮助来
感激不已。

家住惠济区刘寨街道裕华社区
的仇小慧，今年 49岁，提起她来，附
近的居民无不交口称赞。她不仅在
丈夫遭遇大难时没有舍弃，还 15年
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用柔弱的肩
膀为丈夫和子女撑起了一片蓝天，她
的坚韧成为子女进取的动力，谱写了
一曲感人肺腑的赞歌。

2006年，仇小慧丈夫王方新因
病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为
治病家中花去全部积蓄。此外，两
个未成年子女还需要赡养，生活十
分拮据。正当仇小慧一家一筹莫展
之际，刘寨街道办事处、裕华社区在
走访中发现问题，并积极的伸出了
热情援助之手，积极争取上级优惠
政策、救济款对其帮助，第一时间为
其丈夫和家庭办理了 816元的低保，
仇小慧丈夫每天都需要化疗，为解
决因病致困的现状，办事处社区服
务办公室负责人帮助申请办理了大
病救助，每年为其报销 80%的医药
费，解决其燃眉之急。

据了解，针对仇小慧家的特殊
情况，裕华社区建立专门帮扶台账，
从生活帮扶与就业救助多方面对其
帮助。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打破“节
日帮扶”“钱物帮扶”等帮扶行动
“节点式”“碎片化”局限，实施关爱
行动“三个一”服务机制。从每周、
每月、每年入手，通过“三个一”服务
机制细化、量化关爱服务：社区网格
长和民政专干每周一次敲门走访为
其打扫卫生，询问了解其家庭现状，
收集需求；每月办一件实事，提供
“点单式”精准服务；去年仇小慧婆

婆因病住院，医疗费使她倍感无助，
街道社会服务办公室负责人东奔西
走，上下协调使其婆婆顺利住院进
行治疗。每年陪关爱对象过一个节
日或生日，有针对性地送去温暖和
抚慰。连续几年来街道党工委领导
总是带队为其送去生活必需品，与
其促膝长谈了解其生活困难，鼓励
其树立信心和希望。办事处和社区
的关爱行动不仅从生活上关爱，更
是从精神上不断创造条件对其进行
支持，使其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
慰藉。

裕华社区负责人表示，目前全
党上下都在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裕华社区关爱行动“三个一”服
务机制，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扩展服
务内核，深化服务领域，针对辖区
20户生活困难家庭，通过充分走访
了解困难群众的家庭情况，有针对
性地细化帮扶举措，进一步增强了
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凝聚
力、向心力，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
会氛围。

5月 7日，为深入践行“学史力
行”党史学习教育要求，迎接建党
100周年，纪念第 74个“5·8”世界红
十字日，迎宾路街道积极发动各村
（社区）、机关党员群众、团员青年参
加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

“今天是我第四次献血，第一次
是在路边偶遇的献血车，献了 400毫
升……”早上 8点，街道党政办李伟
梅成为第一个献血的爱心人士，她
表示，献血既有助于自身血液循
环，也可以在危急时刻帮助有需要
的人。大家一致认为，无偿献血是
一种正能量行为，也是一种爱心精
神感召。

滴血润新生，血浓情更深。大家

积极响应，一大早就准时来到献血车
旁，有序进行登记、量血压、测血型、
采血。献血人群中，既有数次献血的
“老将”，也有初次上阵的“新兵”，大
家纷纷拿起献血证书，为自己的爱心
点赞。

刘寨街道
一封感谢信背后的故事

迎宾路街道
学史力行 无偿献血爱心传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街道始
终将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结
合起来，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用真心真情，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
事、烦心事。

扎实教育，日日学厚植为民情怀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明确
方向，突出重点。制订工作实施方案及
学习安排表，在学好指定书目的同时，
利用“学习强国”、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等
学习平台多种方式开展多媒体网上学
习。开展了各级书记讲党课、“党史每
日一学”“铭党史、谈初心、筑阵地、树使
命”系列主题党日、党史学习知识竞赛
等各类党史学习教育常规动作，进行了
“党史快问快答”“我想对党说”“新冠疫
苗接种你还要等吗”系列视频拍摄自选
动作，努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村、进
社区、进校园、进家庭，形成了“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党史学习教
育的良性循环。

问需于民，步步情聚焦百姓所盼

充分聆听群众诉求，通过下村（社
区）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梳理“我为群众办实事”
“亮赛比争，开门一件事”等重点民生台
账项目56项，街道党工委建立了明确牵
头部门、完成时限和办理进程的监督机
制，并将完成效果纳入党员干部队伍年
终考核，用实际行动与贴心关怀，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实起来。

主动服务，件件事温暖群众心房

坚持党建引领“1+1+N”工作模
式，成立了 12支党员突击队，在全辖

区范围内进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共
梳理台账问题2500余处，出动机械车
辆500余台，清理垃圾30万立方米，台
账问题清理率达 95%，实现了新城辖
区环境美颜升级。

固城村、弓寨村村民安置房钥匙已
交付，新城路中学、银山路小学等重点民
生项目正有条不紊开展中；组织辖区大中
小型企业15家，参加2021年惠济区“春风
行动”招聘会，提供了800多个工作岗位；
协调为辖区商户集中就近办理健康证；毛
庄村为60岁以上老人发放福利牛奶；开
元社区上门帮助天伦庄园80岁残疾老人
办理残疾证，定时看望打扫卫生……

街道开展了“平安建设你我他 共享
和谐千万家”暨社会心理服务活动6场，
深入排查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公司企业
等重点区域安全风险隐患。

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街道早着
手，强化宣传引导，多形式进行疫苗接种
知识普及，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接
种，应接尽接，同时针对“疫苗接种后，
保护期只有半年”“通过疾病获得免疫
比通过疫苗获得免疫好”“新冠疫苗变
异了，疫苗可能打了白打”等问题联合
区疾控中心进行了视频录制，专业进行
解答，消除群众思想顾虑。通过前期宣
传，周密组织，目前辖区疫苗已接种4200
余人，每天疫苗清零，接种率100%。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新城街道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强化为民服务宗旨意
识，更加注重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体现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
上来，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贯彻落实街道党工委党史学习教
育、上级团委“学党史、强信念、跟党
走”学习教育活动要求，进一步教育引
领广大青年团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弘扬青年团员的
爱国主义精神，坚定青年团员的理想
信念，大河路街道团工委于近日组织
辖区团员和青年干部开展“青春告白

向党说句心里话”“绿色中国 青春行
动”主题团日活动。

随后，街道团工委组织办事处青年
干部和志愿团员青年集体前往南裹头
广场，开展了辖区捡垃圾环保公益活
动。活动结束后，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
通过身体力行来支持自己的家乡创建
文明城市，为创建文明城市添砖加瓦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非常开心。

大河路街道
组织团员和青年干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新城街道
化悟为行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
思想同频共振，唱响时代主旋律，汇
聚强大发展合力，惠济区委老干部局
于5月8日开展“承百年红色精神，传
千年黄河文化”观摩及主题党日活
动，全区部分县级退休干部、各退休
党支部书记、“五老”成员、老干部大
学骨干及区第三党建协作组成员近
80人应邀参加活动。

老同志们集体观摩视察了南裹
头观景点、S312沿黄快速路、中原花
卉科技博览园等区重点项目及大桥
石化红色家园教育基地。

在观摩视察大桥石化红色家
园教育基地后，党员同志们开展了
“承百年红色精神，传千年黄河文
化”主题党日活动。红色教育基地
的实践学习，弘扬红色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进一步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
律，激发了老党员思想上的敬畏

感、荣誉感、归属感。
在畅谈交流环节，老同志们共话

百年故事，共忆红色初心。大家纷纷
表示，通过本次观摩活动，切身感受
到了惠济区建设蒸蒸日上的良好势
头，感受到了当前发展所带来的喜人
变化，感受到了区委、区政府真心为
民、干事创业的执政理念，感受到了
党的温暖和关怀。

惠济区委老干部局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坚持思想上关心、生活
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老同志，满腔
热情为老干部办实事、办好事。秉
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切
实提高老干部工作质量，突出组织
引导老同志发挥优势和作用，不断
提高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水平，丰
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让各位老同
志安享晚年。

惠济区委老干部局
离退休党员干部主题党日活动共忆红色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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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有热度 为民服务有温度
“实”字当先 惠济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地见效”

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惠济区开展了“我
为群众办实事”“学史力行”等实践活动，组织动员党员干部结合
各自岗位实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发展的关键事、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
家中心城市，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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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