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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岳冰
冰 杨皓帆)“以前村里事务不公开，大家
都有怨言，自从今年初市巡察组巡视以
后，问题都整改到位了。”这是记者昨日
在新密市米村镇拐峪村听到群众的议
论。据悉，巡察向村（社区）延伸是新密
市农村廉政建设的一大亮点。

去年以来，新密市积极探索巡察工
作新途径，力争实现村与社区全覆盖。
通过多种形式发布巡察内容，张贴公告
进小组、进楼院、进广场、进集市、进企
业，制作巡察联系卡广泛发放；将参会对
象扩大到在村（社区）生活一年以上的离
退休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提高广大
群众参与、支持配合巡察工作的积极性；
登门入户、深入田间地头、集市门店、企

业车间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
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真情；对问题较少、
基础牢固、发展形势较好的村（社区）找
准问题，快进快出，对群众反映集中、体
量大、党建工作薄弱、问题较多的村（社
区），倾斜走访时间，确保情况吃透、问题
找准。

公开巡察成果是工作的重点。严格
按照“一村一报告”要求，逐村进行系统
阐述、精准画像，全面反映被巡察村（社
区）在党的建设、遵守纪律规矩、担当作
为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对涉及影响基层
发展稳定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发现的
重要问题线索，形成专题报告，重点督
办；巡察问题反馈会议由乡（镇）办党
（工）委主持召开，党（工）委书记、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分别签收大会反馈意
见，强化巡察整改责任；针对巡察问题，
根据问题线索分类移交纪委监委、组织
人事、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处理，对于软
弱涣散党组织和问题突出的村（社区），
巡察办形成专题报告，建议市委、乡
（镇）办进行重点管理；共性问题形成专
题报告，提请市委开展专项治理，做到
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实。

整改落实是工作的核心。建立市乡
村三级齐抓共管巡察整改责任体系，压
实整改责任，落实巡察整改真实性承诺
制度，村（社区）党组织担负整改工作直
接责任，乡（镇）办党（工）委担负主体责
任，分管或联系乡（镇）办的县处级领导
担负督办责任；建立“三会一考”工作机

制，即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
召开提醒谈话反馈会，被巡察村（社区）
党组织召开巡察反馈问题专题组织生活
会，被巡察村（社区）党组织召开巡察整
改成果自查评估专题组织生活会，市委
巡察办组织对乡（镇）办进行专项量化考
核，督促整改落实，并对整改不力、虚假
整改、群众满意度低的严肃追责问责。

扎实的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截至目前，巡察村（社区）党组织 166个，
发现问题 1701 个，市纪委监委已立案
33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4人，解决了
一大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办成
了 100多个民生事项，密切了干群关系，
促进了民风好转，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刘敬敏 闫
冉)父爱如山，一首歌曲《爸爸》，动人心弦，使
家长和孩子们沉浸其中……在父亲节来临之
际，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紫光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送给老爸一条领带”主题
活动，为父亲送上祝福和敬爱之情。

为确保小朋友们顺利完成礼物制作，社

工师拿出一条漂亮的领带引入本次活动重点
环节——“制作手工领带”。有的小朋友想把
自己的“爱心领带”送给父亲，有的小朋友要
把自己的“气球领带”送给父亲，还有“玩具汽
车领带”……不一会儿，丰富多彩的领带作品
在小朋友的手中呈现，孩子们开心地展示自
己的作品，个个一脸自豪。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朱曼洁 文/图）
“您老了也别怕，有我陪着您！”昨日是父亲
节，公交二公司多位父亲带着孩子，在省体育
中心开展“感恩如山父爱”公益活动，现场感
人的场景让人泪目。

“先生您好，您父亲是郑州公交二公司四
车队今年遇到的第 30位走失老人，恰巧父亲
节，我们送他一个关爱卡，这样老爷子以后走
到哪儿，家人都能找得到。”昨日上午，市民王
先生急急忙忙赶到 28路公交车调度室，看到
自己 82岁的老父亲安然无恙后，他激动得再
三感谢：“我爸闲不住就喜欢出门转转，但是
他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经常坐错车或下错站，
我平常工作忙，对老人缺少陪伴，心里特愧
疚。”

在 28 路公交调度室外墙上，贴着许许
多多走失老人的照片和故事，不少围观的市
民连连称赞，说自己以后会更关心父亲：“谢

谢你们给的关爱卡，我们以后也会时刻注
意，给他衣服里缝上家人电话，尽量多陪陪
他。”

“老人需要关爱，不仅仅是在父亲节，而
是生活中的每一天。”车长王闯说，车队平均
每半月最少两次会遇到走失的老人，“从冬
天到夏天，我们遇到很多走失的老人，有的
看着特别无助特别可怜，因为他们可能年纪
大了记不住家庭住址和电话，就很难帮他们
找家人。我觉得我们除了提供热水、吃的，
怎么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呢？”调度员朱曼洁
说，这位老人是今年第 30位走失老人，所以
想趁着父亲节做了这个小活动，提醒大家要
多关爱老人。

“这次活动，车长们亲手制作了50枚可以
写电话号码的关爱卡，会在车上送给年纪大
的老人。”车长呼吁广大市民，家有老人，一定
要多些陪伴和关怀！

您老了 有我陪着您

感恩父亲节萌娃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张丹 文/图）为弘扬“奉献、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6 月 13
日，中原区棉纺路街道方圆经
纬社区联合郑州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开展“扬志愿服务精神，迎
祖国 70华诞”百人志愿文艺汇
演活动。

本次活动吸引了 100名志
愿者参加，年龄最大的 67 岁，
最小的 40 岁。展演内容短小
精悍，丰富多彩。有广场舞、太

极拳剑、健身模特、柔力球、戏
曲、拉丁舞，华丽的服饰、多彩
的表演，让台下的居民看得如
痴如醉。

舞台上，西班牙斗牛舞，异
域风情的舞蹈，热情奔放。一
群平均年龄 64 岁的老年拉丁
舞表演团队还表演了高难度的
劈叉、下腰、旋转、摇摆等，让在
场观众唏嘘不已。展演中，还
演出了《红灯记》《吴式太极拳》
《共筑中国梦》《中国脊梁》等精
彩节目。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杨松博 文/图）经
过两天的紧张角逐，昨天下午，2019年嵩顶长板
速降（国际）公开赛鸣金收兵，公开组冠亚军分别
被加拿大选手 Dexter Charles Manning和美国
选手 Levi Edward Green 获得，我国选手卿运
辉屈居第三。

此次比赛于 6月 15日上午在巩义夹津口镇
嵩顶旅游度假区旅游路段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200多名顶级高手前来参赛。
长板速降是长板运动中最刺激且最具竞技

性的玩法，依靠重力进行驱动，所以会选择坡面
或山地进行。值得一提的是，长板速降世界纪录
已达到了时速 140公里。中国长板速降国际公
开赛于 2015 年创办，2016、2017 年比赛已经升
级为 IDF世界杯分站赛，赛事的举办使中国成为
世界长板运动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汇演迎新中国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高
考结束，却有这样一群学生，他
们成绩虽然优异，但家境贫困让
他们对梦寐以求的大学望而却
步。昨日，记者从登封市慈善总
会获悉：为助力构建和谐社会，
弘扬社会正能量，帮助登封市的
优秀考生实现大学梦，登封市慈
善总会决定继续开展“同献爱
心·共铸希望”阳光助学项目。

慈善阳光助学活动连续开
展 9 年来，一直受到登封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的积极支持和慷慨捐助。

2019年度登封市“同献爱
心·共铸希望”阳光助学项目的
救助对象是登封籍登封所辖高
中毕业 2019 年度高考被本科
以上高等院校录取的、家庭贫
困的学生。助学金 3000 元~
5000 元/人 ，资 助 名 额 300
名。助学金将于 2019 年 8 月
23日之前发放。

同时，为加强社会实践教
育，培养大学生感恩社会、回馈
社会的慈善精神，要求申请学
生在暑假期间参加登封市慈善
总会组织的为期3~5天的社会
实践活动。

登封启动阳光助学项目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贾斌 文/图）前天，金水区人
社局在近 400公里之外的卢氏
县开了两场招聘会。

两天来，金水区人社局先
后在对口扶贫单位卢氏县官道
口、杜官两镇举行就业招聘
会。现场共有近 20 家企业进
场招聘，为两镇居民提供了涉
及家政、房地产、酒店、餐饮等
多 个 领 域 2000 多 个 就 业 岗
位。据统计，本次招聘会进场
人数达 500多人，有 50多名求
职者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招聘会由金水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旨在为两
镇劳动者提供精准的岗位对
接，满足不同求职者的需求。

为精准招聘，在招聘会前，
金水区人社局面向辖区企业收
集各类岗位信息，认真筛选了

适合贫困人群就业的企业，并
与两镇政府积极沟通，吸引广
大求职者前来参加招聘会。

在官道口镇，郑州思念食
品有限公司、郑州市丹尼斯百
货有限公司等近 20 家企业从
郑州远赴卢氏县，并为广大求
职者精心准备了职位表、求职
表等相关资料。有求职意向的
人员向企业招工负责人仔细询
问了解，企业方面给予耐心介
绍讲解，努力实现双向选择就
业。

在杜关镇的招聘会现场，
金水区人社局主要负责同志还
与两镇负责人以及卢氏县长庚
职业培训学校共同签订了委托
培训协议，下一步将为两镇居
民提供有针对性的实用技能培
训，切实做到提高就业技能，助
力就业脱贫。

两场招聘会开到卢氏县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靳捷）“感谢社区，让我们老
两口住进了新家！”二七区德化
街街道南彩社区南下街 37 号
院的靳爱华老人握着社区人员
的手激动不已。

近日，德化街街道 37号院
正在进行楼院改造工程，家住
6 号楼的老两口现已 80 岁高
龄，由于家在 7楼，上下楼梯不
方便，老两口搬进了 1 楼地下
10 平方米斜坡仓库。仓库面
积小、潮湿阴暗，老两口又在仓
库门前搭起了约 30 平方米建
筑，堆满了塑料瓶、纸箱等废弃
垃圾，给老旧小区拆违工作增
加了难度。

为保证拆违工作顺利推
进，楼院党组织出面，一遍遍耐
心地跟老人沟通，讲政策、做思
想工作。为解决老人居住问
题，社区人员专门协调南下街

37号院 5号楼 1层住房给老人
居住，方便老人出行的同时，也
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环境。

日前，南彩社区工作人员、
楼院党组织成员、街道路队、民
政科等 10 余人冒着酷暑帮老
人搬家，一包包、一件件、锅碗
瓢盆、家具杂物全部搬进了新
家，老人心里乐开了花，楼院里
的居民看到纷纷竖起了大拇
指。原楼梯间 30 平方米违章
建筑也全部顺利拆除。

街道负责人介绍为老人
“保姆式”搬家，是街道从细微
处着手，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想
方设法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的一个缩影。一次搬家既解决
了拆违问题，释放了公共空间，
又给社区居民提供了舒心的居
住环境，实现从“住有所居”向

“住有宜居”的转变，可谓一举
两得。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刘茜）一段段精彩的镜头，捕
捉了金水组织工作服务发展的
点滴瞬间；一个个动人的场景，
描绘了金水组织工作服务民生
的感人画面；一颗颗奋斗的红
心，展现了金水组织工作服务党
员的初心使命。昨日上午，金水
区组织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
教育课件观摩评比活动，旨在以
影像彰显影响，用身边人感动身
边人。

倡导发动各街道和局委挖
掘身边题材，精心制作优秀党建
作品，以此作为庆祝“七一”系列
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全区
开展主题教育的鲜活教材，这是
金水区委组织部坚持多年的出
彩动作和“加分项目”。

经层层遴选选送上来的 18
部作品，以微电影、纪录片、工
作片等形式，再现基层党建风

采，今年则集中展示新中国 70
年来，金水组织工作服务发展、
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
所取得的成果。其中既有反映
先进党员的人物专题片，如东
风路街道的《守护者》、大石桥
街道的《追时间的人》等，又有
反映区域化党建的工作片，如
南阳新村街道的《爱如春风，润
物耕心》等，还有体现新时代党
员先进事迹的微电影，如兴达
路街道的《我的“脏”爸爸》，更
有贴近时代特色的党建 MV，
如花园路街道的《社区里的画
卷》等。

如何用好用活来自基层的
党建“活教材”？据悉，金水区将
结合新媒体，开展网络观摩、基
层党员观看评价、在金水区“红
色家园”微信平台开设专栏等多
种形式，广为传播，让优秀党建
作品入眼入脑入心，成风化雨。

金水现代远程教育课件开评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李新世）“我两个女儿户口都
在我家，要求两个女儿的子女享
受村里的一切福利待遇”“我要
求我抱养的一孩和后生育的双
胞胎孩子都能享受村民待遇”。
6月 15日上午，惠济区刘寨街道
刘砦村召开村民大会，针对在农
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中村
民群众利益诉求实行票决。这
也是刘寨街道为了推进辖区农
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顺利
进行而采取的一项创新工作方
法，目的在于聚焦村民诉求问题
解决，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
则，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的科学化开展。

在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过程中，刘寨街道成立以科
级干部为组长，分包部门人员为
成员的工作队伍，深入村民家
中，了解村民的看法、想法和利
益诉求，共梳理群众诉求 452
件，实行分类登记造册，召开问
题分析研判会，制定具体的工作
方法，确保每位村民利益在这次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中
不受损失。

领导小组针对群众提出的
一系列问题诉求，监督和指导村

“两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群众
提出的诉求，实行研判，对于一
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实行
一票否决，并分包到人逐一反
馈。村“两委”依据法律法规、各
项政策和村规民约，共否决不合
理诉求 421件。“两委”组织村民
召开村民大会，每户推举一位具
有民事行为能力和较好语言表
达能力的成员参加，针对剩余的
31个问题诉求在村民大会上进
行陈述，再由全体参会村民针对
诉求人的陈述实行票决。

经过 6月 15日上午的村民
大会，最后在 31 个村民问题诉
求中，有 5位村民的问题诉求经
过表决超过参会人员半数以上，
可以享受全部村民待遇，从而保
证了刘砦村此次农村集体资产
产权制度改革的公开、公平、公
正和透明，得到了全体参会村民
的认可。

刘寨街道推进农村
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6月 10日，中牟县郑庵镇
盛和社区后李庄村两位 80多岁
党员朱陆合、朱会群家中迎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员会议。

在村党支部书记郭明海的
带领下，村主任、支委干部、村
委干部以及党员来到朱会群
家，朱会群同志打开门看到一
群干部到家中，眼含热泪激动
地握着郭明海的手：“感谢党支
部来看我，没有忘记我这个老
党员……”

“大爷，您放心，我们党组织
不会忘记每一位党员，也不会遗
忘每一位老党员，组织生活不会
落下一个人的同时，也会给予困
难党员帮助。”郭明海是郑庵镇
文化中心主任，2017 年到后李
庄村任包村干部，2019 年初经
镇党委镇政府研究决定任命郭
明海为后李庄村第一支部书记。

“中中中，虽然我人老了，
但思想上不能老，行动上不能
退步。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朱会群满脸
笑容。

随后，由党支部委员朱改建
带领所有党员及干部进行入党
誓词宣誓。宣誓完毕，郭明海为
朱会群颁发“共产党员家庭”户
牌，并安排年轻党员悬挂于朱会
群同志家门口。

“此次后李庄村党支部开展
上门为老党员开展党员活动日
活动，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老党
员们的关怀与温暖，让他们足不
出户就能了解党在新时期的各
项理论政策，不仅提高了他们的
政治素质，也进一步增强了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镇党委
常务副书记曹西峰表示，今后，
镇党委将会把为老党员送学上
门这项服务常态化，并在全镇范
围内进行宣传、学习。

八旬老党员
家中过党员活动日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赵青梅 衡家志 “保姆式”搬家破解拆违难题

新密市廉政建设向基层推进

巡察进社区为民解难题

嵩顶长板速降公开赛鸣金嵩顶长板速降公开赛鸣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