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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4日上午，全省数
字化转型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
开。新郑市领导马志峰、马宏伟、
王俊杰、黄卫东、周建超、张慧娴、
李峰、崔淑娴、赵恒康等在新郑分
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思想
认识，深刻认识实施数字化转型战
略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新机遇的迫切需要，是重塑产
业竞争优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坚定把

数字化转型作为赢得优势、赢得主
动、赢得未来的战略之举，抢占新
赛道，抢滩新蓝海，促进数字技术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
济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高效能治理，奋力打造数字经
济发展新高地。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
立足于重点突破、全面转型、整体
提升，打造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
撑、核心产业发展为突破、融合应
用创新为引领、数治能力提升为关
键、数字生态优化为保障的数字化

转型新格局，为现代化河南建设筑
牢“数字底座”、打造“数字引擎”。
要抓好数字基建、夯实转型支撑，
发展数字产业、培育转型优势，深
化数字赋能、增强转型动力，完善
数字治理、提升转型质效，构建数
字生态、创优转型环境，把加强党
的领导贯穿数字化转型各领域各
环节，以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为契机，全面提高数字化思维能
力和专业素质，推动数字化转型战
略深入实施，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增
势赋能。记者 杨宜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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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增势赋能

本报讯 今年以来，在抓
优基层党建质量工作中，新郑
市高标准推进基层党建质量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高质量开
展“亮赛比”活动，组织系统创
新实施“双带双争”和“五星”
支部争创计划，基层“头雁”领
飞作用全面加强，并针对性实
施“一村一社区一明白人”计
划，营造浓厚的“赶学比超”
良性竞争氛围。

围绕打造一支“遇事能
干、提笔能写、开口能讲”的
村（社区）发展带头人队伍，
新郑市在今年 1月份安排
部署了全市“一村一社区一
明白人”工作，此项工作的
开展使全市基层党建阵地
建设不断加强、党员队伍充
满活力、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党建引领成效明显。

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养
老难、攻克上楼难、摆脱充
电难，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打造幸福社区、平安社
区、美丽社区、文明社区，不
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作为新烟街道烟厂社区
明白人，该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明说起社区的各项数据如
数家珍。

“我们社区以创建‘五
星’支部为抓手，围绕打造
‘四个社区’，不断创新基层
社区治理，持续提升服务社
区居民水平。这‘四个社区’
分别是打造幸福社区、平安
社区、美丽社区、文明社
区。”李明告诉记者。

在阵地建设方面，目
前，新郑市 300个村（社区）
中村级党群服务中心 500
平方米以上的达 143 个。
如新郑教育园区（龙湖镇）
党（工）委投资 780余万元，
新建、改造了崔垌等 13个
村级党建阵地。

在抓细网格化管理方
面，新郑市深入推进党建引
领网格化基层管理，目前，全
市已建立 15个一级网格、
305个二级网格、1353个三
级网格，5468名网格员，推
动社会治理向基层延伸。

在抓强村集体经济工
作上，新郑市坚持以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为重点，推行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全面增强
集体经济组织功能。预计
今年新投入财政资金 4000
余万元，新建集体经济项目

10 余个，年底前 300 个村
（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将全
部超过 10万元。观音寺镇
菜王村结合实际，通过考察
学习，最终选定以肉驴养殖
项目为主、土地集体经营为
辅的发展模式，全村年人均
收入达 26050元，实现了从
集体经济“薄弱”村到年收
入百万“强村”的完美逆
袭。今年，该村又建立新
厂、扩大规模，年产值保守
估算可达400万元。

“目前存栏肉驴有 200
多头，我们新厂区设计的存
栏量是1000头，养殖规模会
越来越大。加上村里的土
地托管项目，相信今后村集
体经济产业会越做越好，
群众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幸
福。”说到村集体经济，观
音寺镇菜王村党支部书记
刘红伟信心满满。

依托市、乡、村三级党校
和特色党校开展党员日常教
育和集中培训，新郑市累计
培训党员 4100人次。持续
落实党员联系户制度，全市
1.2万名党员联系群众 11.4
万户。深入开展“三亮一争”
活动，引导1.8万余名农村党
员和市直机关党员在经济发
展、疫情防控、灾后重建等方
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今年以来，新郑市委组
织部将“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与“用脚步丈量工作法”
长效机制深度融合，围绕城
市、农村、企业三大领域，扎
实开展脚步丈量大调研、对
标找差大讨论、能力素质大
练兵、作风问题大整治、队
伍士气大提振、争先进位创
一流活动，把群众反映的问
题转化为履职清单，把提升
能力作风的实践转化为惠
民实效。累计丈量发现并
解决问题 4945项，一批群
众关注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得到有效解决。

下一步，新郑市将紧紧
围绕“三标”要求，以“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
增强基层组织新动力。持
续开展“亮赛比”专场比
学、“双抓双促”活动，不断
强化头雁引领力，稳步推
进“五星”支部争创等各项
重点工作。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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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静态管控措施
以最快速度圈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

本报讯 8月8日下午，新郑市
委书记马志峰带队检查教育园区
（龙湖镇）物资供应保障和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提出，要清醒
认识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
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坚决将静态
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号召全市上下
坚定必胜信心，勠力同心、并肩作
战，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坚决以最
快速度圈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

马志峰先后来到康桥九溪郡、
龙泊圣地、孙庄广场、点点星教育
等地实地察看物资供应保障、垃
圾清运和社会面管控等情况。当
了解到静态管理以来，教育园区
（龙湖镇）通过开展平价蔬菜进小
区便民惠民行动，全部实现生活
物资配送直通小区。马志峰提

出，要科学平衡阻断病毒的“静”
与保供保畅的“动”，整合力量、完
善布局、畅通通道，“线上+线下”
协同发力，把平价新鲜蔬菜、米面
粮油送到群众家门口，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外出流动。

在调研中，马志峰强调，暂时
的“静止”是为了更好的“重启”，所
有严格管控措施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位群
众的安全健康。要坚决彻底实行
静态管理，严丝合缝、不留死角落
实好重点区域静态管理各项措
施，确保该“静”的“静”下去、该
“管”的“管”起来；要周密制订方
案、精准布控警力点位，最大限度
使警灯亮起来、喇叭响起来、行人
管起来，全力以赴投入到疫情防

控静态管理各项工作任务中，从
严从实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要提升管控水平，通过各种有效
手段，将静态管理、居家隔离等政
策传达到每一位群众，努力获取
群众的理解、配合；要采取有效手
段，强化无主管楼院、城中村的管
控能力，深入践行“用脚步丈量工
作法”，加强全区域、多角度的防
疫监督检查，尽最大努力落实静
态管理，以更强的担当确保各项
防疫措施做实见效，从严从紧、从
快从细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为
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夯实基础，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春霞 李杨

新郑市领导调研督导教育园区（龙湖镇）
疫情防控及“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本报讯 8月 10日上午，新郑
市委书记马志峰调研督导教育园
区（龙湖镇）疫情防控及“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
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杜绝侥
幸心理、麻痹思想，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
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提升新郑
市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市
领导胡坤陪同调研。

马志峰先后来到教育园区（龙
湖镇）小乔沟村、大司村、大赵村、东
徐村等地，实地察看防外溢区周边
卡口设置、交通疏导、市场保供等情

况，与有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深
入交流“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并就
创建工作给出针对性指导意见。
马志峰提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是
进一步提升创建能力、保障创建实
效的有力抓手，要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在扎实防控中点亮支部“过硬
星”，夯实疫情防控“责任田”，抓细
抓实抓好隔离人员管控、核酸检测
等各项重点工作，以最坚决的态度
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马志峰表示，基层党建工作是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
重要举措，在面临疫情风险挑战的

严峻形势下，要聚焦党建引领抓好
基层治理，让基层党组织更好地连
接左右、贯穿上下，充分发挥出“引
擎”作用，将干事想法付诸实际行
动，把实际行动转化为工作成效。
要准确把握“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要求和创星标准，逐项梳理、补齐
短板、擦亮亮点，为创星争优打下
坚实基础。要坚决扛起疫情防控
责任，严格落实管控区域内各项工
作要求，加强调度值守，确保紧急
情况下第一时间反应、第一时间行
动，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强有力的
举措科学精准守好防线。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春霞

党建引领增活力
齐抓共管促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