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1 日下午，
郑州航空港兴港市政养护管
理有限公司召开“拥军优属
同庆八一”退役军人座谈
会，向公司退役军人致以节
日慰问。

会上，公司总经理邢铁牛
对退役军人多年来为公司发展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

表示，大家在防汛救灾、疫情
防控和灾后修复等工作中冲
锋一线，展现了兴港市政退役
军人真拼实干、奋勇争先的精
神风貌。

在场退役军人回顾了从
军经历，畅谈了自己从军人
到市政工作身份转变后的收
获和感悟，表明他们在平凡

岗位上敢于担当、攻坚克难
的责任和担当。

公司为退役军人职工发
放慰问品，并一起观看红色
影片《建军大业》，重温革命
历史，激发大家的爱党爱国
情怀。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邓聪

本报讯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航空港实验区郑港办事处副主任
刘少勇代表郑港办事处慰问了退伍
老兵。

谷庄社区现年 64岁的谷文明，
1976年入伍，1981年退伍，退伍后继
续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刘少勇来到谷庄社区，与支部书
记谷丽克一起对退伍老兵谷文明进
行慰问，对他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

感谢，并为他送去慰问礼品。
在与谷文明交谈中，刘少勇详细

询问他的日常生活、身体状况、子女
就业等情况，并叮嘱老人要注意健
康，保重身体。刘少勇说，党和政府
会持续关注退伍老兵的生活，及时解
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刘少勇还代表办事处慰问了其
他退伍老兵，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温暖。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贺振广 万云云

本报讯 8月 1日下午，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新港办事处副主任付建立
带队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
员及村干部，走访慰问了辖区伤残军
人、烈士家属和退役老兵，感谢他们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向他们致
以节日问候和祝福。

每到一户军属家庭，付建立都仔
细询问慰问对象的家庭生活状况、身
体状况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送上米、面、油、水果等慰问品，嘱
咐他们如遇困难及时向村委会或办
事处反映，党和政府将竭尽全力帮助
大家解决。

慰问活动结束后，付建立对办事

处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提出要求，一
是要居安思危、心存感恩。要时刻不
忘正是“钢铁长城”的忠诚担当，才为
我们换来了弥足珍贵的和平生活。
二是要热情高效、悉心服务。充分发
挥退役军人服务站作用，认真落实好
各项军人军属优抚政策，积极为辖区
军人、军属办实事、办好事，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三
是要做好宣传、营造氛围。要通过多
种形式、多种渠道对军人、军属及相
关事迹进行宣传，进一步营造全社会
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卢新红 薛明亮

新港办事处 开展“八一”节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近日，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银河办事处开展了慰问现役军人
家属、退役军人活动，为他们送上牛
奶、米、油等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银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杨振国、
办事处主任赵淼分别慰问抗美援朝
老复员军人李丙彦、柴进法，了解他
们的身体、生活情况、有没有困难，叮
嘱老人注意保重身体。

86岁的李丙彦精神矍铄、声音洪
亮。他接过鲜花，向大家回忆当年的
艰苦历程，讲述亲历的英雄人物事迹
和所见所闻，感慨他能享受到今天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5岁的老兵柴进法，对组织的问
候与关心表示感谢。他感受到了党
的关怀和温暖，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享受到了幸福晚年。

这次慰问活动，办事处班子成员、
武装部门、两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各
村“两委”慰问现役军人家属52户、退
役老军人172人，发放慰问品1120件。

银河办事处组织单位职工退役
军人召开庆祝“八一”建军节座谈

会。座谈中，退役军人回顾军旅生涯
中的光荣岁月。大家表示，将继续发
扬军人的优良传统，虽然不再身着戎
装，但军魂依旧，退伍不褪色。

杨振国向辖区退役军人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继
续展现吃苦耐劳、能打硬仗、敢打硬
仗的作风，始终以军人的姿态要求自
己，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继续发扬军
队优良传统，争做干事创业的先进
者，为推动银河办事处经济发展、维
护社会稳定再立新功。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吕晓英 文/图

银河办事处 开展建军节系列慰问活动

本报讯 近日，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三官庙办事处开展“八一”走访慰
问活动，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

其间，三官庙办事处主任赵高上
带领慰问组到辖区老兵家中，与他们
闲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
听了他们的心声，表示遇到困难要及
时反映，并与他们一起回顾军旅生
涯，勉励他们传承弘扬红色基因，发
挥军人本色，积极配合乡村振兴事
业，带好头、做表率，把党和国家的政

策宣传好，传递社会正能量。
赵高上表示，老兵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办事处相关部门要落实好优
抚政策，把更多的关心关爱献给老兵，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此次慰问活动办事处共走访退役
军人和军人家属 330余户，发放各类
慰问品 1600余份，较好地营造出关
心、爱护、尊崇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周涛

三官庙办事处 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

本报讯 7月 28日上午，
航空港实验区洧川镇党委、政
府认真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活
动，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
祝福。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我以后将继续做到退役不褪
志、退伍不褪色，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做出新的贡献……”
7月28日，航空港实验区洧川
镇丁庄村退役军人赵建本，向
慰问自己的村干部们说。

在走访慰问中，洧川镇的

镇、村干部详细了解优抚对象
和现役军人家属的身体状况、
工作生活和实际困难，面对面
地进行交流谈心，耐心听取他
们的心声，解决相关实际问
题，零距离宣传党和政府的优
抚政策，把组织的温暖送到心
坎上。他们还通过不同形式，
将慰问品送到全镇 519名接
受慰问者的手中，感谢他们为
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让其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通过走访慰问，进一步提

升了优抚对象和现役军人的
荣誉感、获得感、自豪感和归
属感，传递了党和政府的亲切
关怀。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
感党恩、念党情、听党话、跟党
走，积极发挥余热，一如既往
地关心和支持镇党委、政府的
工作，将军人的优秀品质贯穿
日常生产生活中，为古镇洧川
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王水田 王美
李清杰 陈光远

本报讯 近日，航空港实
验区明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郑艳霞、主任王继生一行走
访慰问辖区重点优抚对象和
60岁以上老兵，与他们聊家
常、谈近况，并向他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与节日的祝福。

每到一户，郑艳霞都与慰
问对象亲切交谈，嘘寒问暖。

在退伍老兵曹治业家中，
郑艳霞详细了解老人近期的
身体状况、政策保障享受情况
和当前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耐心倾听老人绘声绘色
讲述自己的军旅生涯。

在带病还乡军人刘水清
家，郑艳霞关切地询问老人
的身体恢复情况、家里还有
什么困难，鼓励他和家人积
极治疗。

走访慰问过程中，郑艳霞
叮嘱工作人员和村支部书记
务必透彻了解国家相关政策，
做到宣传到位、落实到人，除
了物质上的帮助，还要时刻关

心退伍军人的思想状态，让
他们拥有愉快的心情、幸福
的生活。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王晓辉 陈艳霞 文/图

明港办事处 慰问重点优抚对象和老兵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八岗办事处组
织机关退伍军人和党员干部
50余人观看影片《建军大业》，
重温峥嵘历史，铭记英雄。

本次活动给退伍军人和
党员干部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党课，通过电影重温建军历
史，让退伍军人和党员干部们
深刻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建

军过程，缅怀历史，致敬先烈，
增强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热
爱，增强了大家为人民服务的
信念。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李敏

八岗办事处 组织观看《建军大业》

本报讯 8月1日，航空港
区疫情防控办公室国内航班
疫情防控组组长、航空港区口
岸服务局副局长王晓组织专
班全体人员开展国防教育学
习会，带领专班成员们深情回
顾解放军的奋斗历史，继承和
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
大会上，专班每一位退伍

军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感言，向
专班每一位工作人员传达了
自己的无畏精神和不断学习
进步的态度。

王晓希望大家永远牢记
党的宗旨、人民的重托，永远

不忘人民军队的培养，把部队
严明的组织纪律、严谨的工作
作风、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不怕
吃苦、勇于拼搏、甘于奉献的
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带到
专班岗位上，为防疫事业再立
新功。
记者 王军方

国内航班 疫情防控发扬优良作风

郑港办事处 慰问退伍老兵 洧川镇 拥军优属活动暖人心

市政公司 退伍军人观看红色影片《建军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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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 致敬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