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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开始，全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开启。党群服务中心抢
抓机遇，快速反应，以“六月，我
们以初心之名，追寻使命的荣
光”为主题，精心策划了 10场
形式新颖、主题突出的党建系
列学教活动，其中，已开展的

“初心邮局”特色党建活动登上
了“学习强国”的“空中课堂”，
受到来访领导的点赞。

像这样具有创意性兼具
实用性的活动，在凤凰台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已成常态化、

“连续剧”之势。以“党建引
领，助力路长制”为主题，自
2019年 1月 18日开展至今的

“100 次 弯 腰 换 取 身 边 的 美
好”拾烟蒂换取党群游乐园入
场券的环保活动，截至目前，
参与人次近万，累计收到烟蒂
7万余个。

一年来，党群服务中心经
历了“小马过河”般的摸索和
实践，如今，它已长成参天大
树。然而，庆典意味着新的出
征。对此，凤凰台街道党工委
寄语党群服务中心——

作为辖区“党员与党员”
“党员与群众”“群众与群众”
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中心要
多出有质量、受欢迎、有特色
的党建活动，服务好辖区的党

员群众；
要深化公益服务理念，让

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下一步，
要继续扩大公益性专业服务
的进驻力度，引入更多的高质
量、公益性、能满足群众切实
需求的服务；

要坚持服务创新，拓展服
务功能，创造精品项目品牌。
以党建为引领，促进资源整
合，形成群众需求清单、单位
资源清单、服务项目清单，实
施资源“众筹”、抱团合作、联
动服务，推动各级各类党组织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
程度互融共通；

突出精准服务，特别是面
向特定人群特殊需求的针对
性服务设计，如心理疏导、技
能提升、岗前培训、创业指导
孵化等，进一步提升服务项目
社会影响力，最终在整个行业
内形成品牌化、规模化。

2019，爱心依旧；服务中
心，逐浪前行。一周年，留下
一串足迹。一周年，是一份初
心。一周年，是一个新的开
始。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正在向着建成团结引领群
众的政治中心，宣传教育群众
的文化中心，联系服务群众的
便民中心而进发！
党贺喜 冯雷 张振汉 文/图

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五所高校开展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五所高校开展““志愿总动员志愿总动员，，全城大清扫全城大清扫””五百人大型城五百人大型城
市清洁志愿服务活动市清洁志愿服务活动。。

凤凰来仪百姓乐
——写在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

6月 22日，这个看似平平常常的日子，却
是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事处辖区居民的盛大
节日：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周岁了！

这一天，街道在中心举办了隆重热烈而简
朴的庆典。周岁“庆生”，少不了“贺礼”！而含
金量最高的贺礼则是这组“大数据”——

一年来，党群服务中心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公益服务”的运营理念，至今已累计服务群
众超 20万人次，开展各类活动 1800余场次，
接待各级领导参访170余场，被市级以上媒体
正面报道100余次，中心链接各类资源并签订
共享共建协议超 60家，总服务时长近 6000小
时。

此外，中心推出的微信公众号，关注量

8000余人次，推送文章 1500余条，公众号文
章阅读量超过一百万；建立的 10个党群交流
微信群，近5000居民活跃其中。

这些“硬核”的数字，既是话初心之“成
果”，也是开使命之“新篇”！诚如庆典主标题
开宗明义所抒怀的：“不忘初心葆本色，牢记使
命谱新篇。”

心中有正气 中心安家正当时

如果说 6月 22日的庆典是全辖区居民的“盛大节
日”，那么，在过往的 365天里，凤凰台街道的居民简直
可以说是天天在“过节”——“休闲时段哪里去？到咱
中心来做客。”这几乎是全辖区居民的共同约定，集体
行动，同一首歌。

从当初的毛坯房到现如今的高朋满堂，凤凰台街
道唱响的是一曲以人为本的“正气歌”。为改变党员群
众活动无场所、议事无阵地、服务无平台的难题，凤凰
台街道党工委按照“党建引领、服务先行”的理念，将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加强党员管理，推动民生建
设的重要载体，街道先后到杭州、上海等发达地区学习
考察，深入群众征求意见，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

2016年 11月，凤凰台街道在凤凰城D座五栋五楼
启动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经过近 17个月的紧张施
工，2018年 3月，中心竣工并试运行，在这个平层建筑
面积近 6000平方米的区域里，设有政务大厅、党员之
家、亲子中心、健身中心、图书馆、中医养生馆、综合排
练中心等23个功能场所，能够为辖区10万百姓提供政
务办理、休闲健身、医疗保障、生活配套等一站式综合
服务。

新舞台，“新剧本”，新演员。党群服务中心从运作
之初，就积极探索“以政府自主运作为主，公益企业合
作入驻为辅”的新型运作模式。对内激活调动辖区公
共单位资源，对外引入公益企业合作，双管齐下，为辖
区党员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凤
凰双语小学、金水区第四幼儿园以及尖尖角书法培训
中心、慕贝音音舞艺术中心等一大批公共单位和公益
合作企业应声而来，来之能战，迅速激活了服务中心一
池春水。

同时，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河南工业大学和黄河科技学院等多所高校的大
学生志愿者成为召之即来，来之善战的生力军，担当各
项重大活动的“文明使者”。

新生的党群服务中心承载着全
辖区百姓的梦想起航了，但这列“和
谐号”列车能否走得更快更远更稳？

在 6月 22 日党群服务中心的一
周年庆典大会上，“大数据”无言却有
声：累计服务群众超 20万人次，开展
各类活动 1800 余场次，总服务时长
近 6000 小时。这一强有力的数字

“数”说着年轻的服务中心旺盛的生
命力和吸引力。

庆典仪式上，还有一个特别的
“附加议程”，辖区群众代表梁秀乾有
话要说：“我一辈子换了好几个小区
居住，要说最舒心的就是咱这党群服
务中心了，硬件超硬，软件温馨，冷暖
空调、饮用水等功能齐全，我姑娘在
上海教书，我在那也住过，我觉得她
那里还比不上咱这里呢。”梁老太太
还“现身说法”，女儿是大学老师，讲
课费不低，而在这里，不管学啥，居然
都是免费的。她开心抒怀说，现在真
是“家外有家”，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咱

的第二家庭呀！
项目接地气，服务很客气，怎能

不聚人气儿呢？庆典大会上还有一
项特别的表彰议程：亲子游乐园被评
为最受欢迎功能馆，综合排练厅夺得
最忙功能馆奖，翰墨堂荣膺最佳传统
文化传播馆室奖，图书馆摘下最文艺
功能馆室奖。

而聚焦甜甜一家三代人以中心

为家的镜头，足以以小见大，见证党
群服务中心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起
初，小甜甜把中心的亲子乐园当做

“四点钟课堂”，率先成为常客。后
来，天气炎热，甜甜奶奶年纪也大了，
就经常带着甜甜来中心“陪读”、陪
玩，再后来，甜甜妈妈也成为中心的
常客，在这里读国学、学画画、做烘
焙，每次参加活动都开心得不得了。

创新有锐气 中心有朝气服务接地气 中心聚人气

中心组织书法爱好者义写春联中心组织书法爱好者义写春联，，
为群众送去美好祝福为群众送去美好祝福。。

20182018年年66月月2222日日，，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揭牌运营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揭牌运营。。

名声鹊起的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名声鹊起的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迎来一拨又一拨全国各地的考察中心迎来一拨又一拨全国各地的考察
参观团前来取经参观团前来取经。。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红色舞蹈排红色舞蹈排
练现场练现场。。

公益众筹 共享美好生活

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
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
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这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的方向。

2019 年 4 月，如意湖办事处联合郑州慈
善总会，在全市率先成立“如意湖办事处社区
治理发展公益慈善基金”，目的在于资助社区
困难群体、支持辖区居民团体自行组织的社
区公益性活动、培育和发展志愿者队伍、开展
社区各类营造项目、资助社区公益慈善项目
等，致力于促进辖区居民融合，努力营造团结
有爱、互助奉献的社会风貌，截至目前，已成
功募集 139万元。

晚会过程中，李一代表如意湖党工委向郑
州慈善总会捐款，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
俭、郑州慈善总会副会长李刚良和郑东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牛瑞华，郑
东新区党工委委员、郑东新区智慧岛大数据
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平山分
别为 23家爱心企业代表颁发如意爱心杯和捐
赠证书。

和谐集团总裁马军亮在典型发言中表示：
“企业就是要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和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做有良心有温度有责任感的
企业。”

郑州慈善总会会长姚待献对如意湖社区治
理发展公益慈善基金给予了高度认可和充分肯
定，他表示，爱心人士的善行义举，不仅是对如
意湖基层治理工作的助力，更是对辖区居民美
好生活的贡献，只要慈善事业从点滴做起，终能
汇聚成爱的海洋，让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选树典型 传递如意精神

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
典型，树立标杆，凝心聚力开创如意湖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如意湖办事处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结
合“路长制”、大气污染防治等中心工作，于今年
4月份开展了第二届“最美如意人”评选活动。

经过宣传动员、报名审核、专家评审等一
系列程序，最终从环卫、城管、消防等基层一
线和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选出了 10 名“最
美如意人”。他们之中，有飒爽干练的银行营
业部主任、有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有身经百
战的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参谋、有兢兢业业的
环卫一线人员、有为人民群众平安出行保驾
护航的基层交警……他们都是在如意湖辖区
各项事业中有干劲、有智慧、有担当，对如意
湖未来发展壮志满怀的“最美如意人”。晚会
上，原如意湖党工委书记、现郑东新区管委会

副调研员霍庆等与会领导现场为 10 名“最美
如意人”颁发了奖杯。

表彰先进 弘扬先锋正气

“七一”临近，为展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如意
湖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精神风貌，推动

“支部强堡垒，党员争先锋”活动深入开展，如意
湖党工委决定对 8名先锋共产党员、2个先锋党
支部、25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3个区域党委先进单
位进行表彰。

晚会上，如意湖党工委书记李一、如意湖办
事处主任白新营分别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证书和
奖牌。“荣誉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
鞭策。”获得表彰的同志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进一步坚定信念、牢记使命、奋发有为、
扎实工作，为维护如意湖社会大局稳定和保障
群众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群星璀璨 奏响幸福乐章

晚会精彩纷呈，舞姿翩翩，回味一幕幕无悔
付出的精彩画卷，歌声振奋，吟唱一段段热血豪
迈的峥嵘岁月。

一首女声独唱《欢天喜地》将全场观众的思

绪引向南湖的红船、井冈山的烽烟、遵义的霞光
和宝塔山的蓝天，伴随着歌声，大家满怀热血感
受着始终飘扬在人们心中的鲜红旗帜。著名曲
艺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白军选带来的戏
曲联唱《梨园群芳谱》掀起了晚会的高潮，现场
不少戏迷都跟着鼓点的节奏低声哼唱，更有很
多小朋友模仿着白军选老师的一招一式，特别
有小小艺术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男声四重唱《少林少林》、快板书
《楷模》、琵琶三弦重奏《江南春》、男声独唱《把
一切献给党》、二人转《欢天喜地转起来》等充满
民族文化气息和社会正能量的节目也让观众拍
手叫好，直呼看得过瘾。精彩的晚会在《大美如
意湖》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进入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如意湖党工委
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秉承“为民、务实、清
廉、高效”的服务理念，立足“四个如意”，弘扬如
意精神，真正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体系，打造和谐、幸福、平安、有序的大美如
意湖。

覃岩峰 赵媛媛

如意代表着吉祥，更是数以万计

如意湖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生动实践中烙下的奋进符号。

2019 年是建党 98 周年、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也是郑州全面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郑东新区加快国家中心城

市先导区、示范区、核心区建设的关

键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月 26 日晚，如

意湖党工委联合区域党委在河南艺

术中心“放歌如意湖”文化志愿者广

场举行“庆祝建党 98周年、喜迎新中

国成立70周年”郑东新区如意湖第二

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第二季晚会，进一

步推动文化繁荣，树立文化自信。

晚会既是一场群众文艺展演，更

是一场表彰先进再鼓干劲的动员

会。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一个个精彩

的文艺节目让千余名群众掌声不断，

与此同时，与会领导为如意湖办事处

社区治理发展公益慈善基金“如意爱

心杯”先进企业代表、如意湖办事处

第二届“最美如意人”先后颁奖，并对

如意湖党工委先锋共产党员、先锋党

支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区域党委先进

单位进行表彰，将晚会推向了一个又

一个高潮。

“如意湖既是窗口、名片，更是

责任、担当。”晚会上，如意湖党工委

书记李一代表如意湖党工委、办事

处致辞，他表示，希望全体如意人在

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发扬如

意精神，为如意湖辖区建设发展建

言献策，共同谱写如意湖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扬帆奋进新时代 如意风来满眼春
——郑东新区如意湖党工委联合区域党委举办“庆祝建党98周年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郑东新区如意湖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第二季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