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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中原区妇联
启动“战‘疫’心连心”心理
援助服务以来，两个微信群
每天有 30 位专业心理咨
询师在线与 100多名群众
互动问答。同时设立 24
小时热线提供专业心理援
助服务。通过这条“空中热
线”，区妇联引导广大妇女
群众以科学的方式和健康

的心态积极面对疫情和灾
后重建，推动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

截至8月27日，中原区
“战‘疫’心连心”心理援助
服务共分享放松音乐、心理
调适小技巧 112次，为 606
人次提供了心理援助服务。
记者 韩娟

中原区妇联
开展“战‘疫’心连心”心理援助服务

本报讯 8月30日，中原区委
书记乔耸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
在的区委办公室党支部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与大家一
起深入学习贯彻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以“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为主题，与大家交
流学习体会，检视查摆问题，明确
整改措施。

会上，全体党员共同学习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支部
书记陈琳代表党支部委员会报告
了支部换届、半年工作情况，党史
学习教育和参与防汛救灾、灾后
重建、疫情防控情况，检视了差距
和不足，提出了整改措施，谈感
想、说体会、讲收获，对照党史学

习教育目标要求，深入查摆了在
加强党性锤炼等方面的问题，分
析原因，制定了整改措施。

乔耸与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一起交流心得、一起接受党性教
育。乔耸指出，要坚持绝对忠诚
的政治品格，筑牢对党绝对忠诚
的思想根基，深化对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认识把握。结合区委办公
室工作实际，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党史
学习教育质量效果。

乔耸强调，区委办公室要当
好示范表率，做实工作，不断提升
“三服务”能力水平。要提高站位，
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决策部署，站在全局思考问题、

谋划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
作用；抓工作要有力度，要敢于
担当、善于担当、主动担当，抓住
核心问题，突破关键点，确保抓
而有力、抓出成效；要善于协调，
站在群众立场去想问题、办事
情、搞协调, 坚持局部利益服从
全局利益, 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
益，想在前、谋划在前，协调推进
各项工作；要带好队伍，加强干
部教育管理，持之以恒地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道
德情操教育，进一步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区委副书记李卫林参加会
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区委办
主任闫凯列席会议。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陈金方

乔耸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提升能力水平
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

本报讯“保家卫国交
给我们，祖国未来更看你
们！”“你们负责好好学习，
我们负责保家卫国！”在郑
州市第七十三中学的一间
教室里，参与救灾援助的抗
洪官兵们给同学们留下了
两幅黑板报。在师生们眼
里，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最
美黑板报”。

8月 30日上午，郑州市
第七十三中学党总支书记、
校长王磊，以及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一行前往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 83集团军某旅
杨根思部队，向在灾后清淤
工作中支援郑州并为七十
三中学子留下“最美黑板
报”的官兵们表示感谢，并
回赠部队官兵临走时留下
的“最美黑板报”画框。

王磊一行在部队官兵
的带领下参观了杨根思连
荣誉室、休息室等场所，
进一步深入了解抗美援
朝中涌现的特等功功臣、
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
英雄事迹。

“我们要将抗洪官兵视
为我们的榜样，把他们的精
神作为我们逐梦道路上的
航标，不断激励自己勇往直
前。”常景文在参观荣誉室
之后禁不住感慨。

“参观了杨根思部队之
后，我很震撼，军人才是我
们应该追的最亮最闪的星，
他们一切为了人民、不怕困
难、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
伟大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

学习。”冯小菡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道。

“官兵们抗洪救灾的故
事是七十三中最珍贵的教
材，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七
十三中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把灾难当教材，坚定理想
信念，希望孩子们今后能以
杨根思部队官兵为榜样，好
好学习，以青春之我创造青
春之国家。”王磊表示。

郑州“7·20”特大暴雨
后，帝湖花园社区受灾严重，
淤泥堆积，百姓出行十分不
便。来自杨根思部队的官兵
们火速来到灾区支援，冒着
酷暑，无私无畏地帮助市民
清除淤泥，疏通道路，历时
三天高强度劳动，最终将一
个干净整洁的帝湖社区还
给了老百姓。清淤期间他
们暂时在七十三中休整，主
动打扫学生教室走廊卫生，
临行前在黑板上留下“你们
负责好好学习，我们负责保
家卫国”的“最美黑板报”，并
寄来信件鼓励学子。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高慧恒 文/图

解放军留下“最美黑板报”
郑州学子前往部队上“感恩课”

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来，中
原区纪委监委坚决贯彻落实
省、市、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组织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下沉战
“疫”一线，坚持既督又战，在一
线检验和锻炼纪检监察铁军，
以监督实效为这场硬仗提供坚
强保障。

闻令而动，坚决扛稳政治责
任。面对全市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中原区纪委监委快速反应，7
月 31日晚连夜召开专题会议，成
立 14个疫情防控督查组，制定出
台《中原区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
作方案》《中原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督导手册》。

奔着问题去，聚焦重点精准
监督。为实现精准监督，区纪委
监委主要领导连夜召开集中隔离

点检查督导动员会议，成立两个
专门检查督导组，对全区 14家集
中隔离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
督查检查工作。

既督又战，一线显实干担
当。在疫情防控督查中，纪检监
察干部是监督员，面对发现的问
题严厉指出，毫不留情。但在疫
情防控的战斗中，他们又是无处
不在的战斗员，在一线与群众并
肩作战、同心抗疫。

向“疫”而行，不惧艰险。区
纪委监委实行“监督+服务”工作
模式，第一时间抽调 80余名党员
深入核酸检测点现场。核酸检测
任务完成后，又抽调 40余名干部
下沉到各卡点。

严厉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督查坚持发现问题立即反馈、督

促问题当天解决的原则，宁肯人
熬夜，不让问题过夜。督查组针
对督办问题组织开展“回头看”，
形成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
过程监督闭环。

落实严管厚爱，监督更有“温
度”。“对基层单位的监督既要有
深度、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要将
积极主动、和衷共济的作风融入
到工作中。”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在每日例会上强调。

在疫情防控的“大考”中，全
区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疫情防控
“战场”当作“练兵场”。下一步，
中原区纪委监委将持续加大督导
力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为全区
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贾维霞 吴赛

向“疫”而行 奋战一线
中原区纪委监委在疫情防控一线书写忠诚担当

本报讯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
原区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要求，将“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同防疫工作
结合起来，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
一项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来抓。

开展五轮核酸检测，坚守无
疫中原。8月 24日 14点，中原区
启动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通过固定采样点和流动采样点，
对辖区所有居民，包括本地常住
人口、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口、
外籍人口等开展核酸检测。区城

管局派驻各执法中队积极配合各
街道办事处做好核酸采样点秩序
维护工作，出动 2名执法人员到
部分检测室协作做好配合数据统
计上报工作。

做细做实隔离工作，构筑安
全屏障。8月份以来，中原区对隔
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重点培训，
防止出现潜在危险。郑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中原分局成立专班
工作组，严格按照隔离人员观察
点的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改造，
分别划分了“三区两通道”，确保
满足隔离人员顺利入驻并防止出

现交叉感染。
加强沿街消杀防疫，落实防

控措施。秦岭路街道加大对锦艺
商圈沿街商铺宣传力度，发现违
规商铺，立即停业整顿，确保沿
街商铺疫情防控工作不留盲点、
不出纰漏。建设路街道做好沿
街门店疫情防控与开门营业双
统筹，建立商户沟通群，对门店
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线上+线
下”双指导。实行网格化管理，每
日“两巡查一回访”，严格加强疫
情防控管理。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田静雨

共筑防线办实事 慎终如始显担当
中原区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