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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下午，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航空港区市场分
中心到郑港便民农贸市场开展“三送一强”活动，向商户发
放围裙，为顾客发放环保购物袋，鼓励市场做好春节市场
保供稳价，对于节日期间不歇业商户，鼓励市场方给予政
策扶持及租金减免等，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责任，保障辖区
居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充足。

据了解，春节期间，航空港区市场分中心将持续深入
开展“三送一强”活动，尽最大努力帮助市场方和商户防控
疫情，进一步丰盈全市人民的餐桌供应。 李晓磊

航空港区市场分中心：开展“三送一强”保供应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罗军凯 文/图）昨日，郑州公交集团
第一运营公司 60路党员车长、全国劳动模范曹瑞娟带领志愿者走向
街头，将承载满满祝福的手写春联和“福”字送到市民手中，倡议外地
务工人员留郑过年。

“拿着吧，这个‘福’字送给您，提前祝您在郑州过个幸福年！”2月
2日上午，市民王女士接过志愿者手里的“福”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今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不回老家了，就在咱郑州过年了。”外卖小
哥还没等志愿者开口，就主动表明了自己的决定。

随后，曹瑞娟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给附近商家以及路过的留郑市
民送上福字贴和手写对联，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宣传“留郑过年”的相
关政策，并提前给留郑人员送上新年祝福。

倡导留郑过年
志愿者街头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史治国 通讯
员 王春亮 楚惠玲 文/图）近日，
由荥阳市委宣传部、荥阳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荥
阳市融媒体中心主办，荥阳市
志愿者联合会、荥阳市艺术家
联盟承办的荥阳市 2021 年楹
联征集颁奖仪式暨“送春联贴
春联”活动在荥阳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举行。

活动共收到来自省内外楹
联作品 336副。作品主要突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
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
防控等内容，倡树新时代、新思
想、新目标、新征程，内容积极
向上，意蕴春节欢乐祥和。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春节将近，年味渐浓。昨日上午，惠济区大
河路街道天河社区邀请书法名家，开展牛年“福赠春联祈平安 名家挥
毫迎新春”义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书法志愿者挥毫泼墨，运笔如飞，党员志愿
者们默契配合，铺纸、磨墨、晾对联一气呵成。一副副饱含着浓浓年
味、寓意吉祥的春联一挥而就，为即将来临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
氛围。

党员志愿者严格要求居民戴口罩、扫描二维码、测体温、手部消
毒、保持一米距离，并设立警戒线、控制活动现场人数。并引导居民排
队保持一米距离，有序领取春联。随后党员志愿者将春联、福字送给
了辖区空巢独居老人、困难居民、老党员，让他们提前感受节日的氛
围。此次活动共送出 630余副春联，发放疫情宣传册 480余份、儿童
寒假安全防范知识120余份。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果 李婷）随着春节日益临近，连日
来，未来路街道工作人员化身送货小分队，踏上了送“年货”之路，为辖
区党员和困难群众送去了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年货。

工作人员来到金水锦江社区秦巧玉老人家里，老人笑开了花，“小
范，这米面油调味品给俺送得太及时了，这几天正准备年货呢，我准备
蒸上几锅热气腾腾枣花糕，希望来年能够五谷丰登，孩子们的工作、生
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

除了沉甸甸的年货，工作人员还送上了干货满满的精神食粮。在
燕庄花园社区天佑小区党员姚杰家中，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他们
一家的基本情况及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认真倾听家庭成员们的意见建
议，并就完善社区党员管理机制措施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最后，
社区还不忘为党员们送出民法典，并鼓励党员们为社区发展建言献
策，收获大家一致好评。

金色港湾社区工作人员把一份份带着温度的实用慰问品送到困
难群众家中，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慰问中除了询问他们的
身体状况，还不断提醒他们日常生活中注意少出门、少聚集、勤洗手、
勤通风、戴口罩、讲卫生。

情系万家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周少杰）近日，记者从郑州
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为鼓励辖区企业及务工人员就地过
年，高新区将在 2021年春节及元宵节期间（2月 11日~2月

26日），开展“三访三保三促”一揽子活动，送出近2000万元的补贴“红
包”，推动务工人员就地过年有关怀、企业开工复工有保障。

“三访”活动包含访重点企业、访重点项目、访基层职工三项内
容。通过逐一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在建省、市重点项目，了解掌握企
业春节及元宵节期间安排，主动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走
访慰问服务行业春节及元宵节期间的在岗职工，发放节日慰问金或
慰问品。

“三保”活动包含保疫情防控、保安全生产、保节后复工三项内
容。在保疫情防控方面，引导企业以情留工、以岗留工、以薪留工，鼓
励职工就地过节，原则上非必要不离郑。在保安全生产方面，对重点
场所和重点领域开展专项风险隐患排查和清理整治，扎实做好值班值
守和应急处置工作。在保节后复工方面，做好企业复工要素保障工
作，确保停工企业节后早日复工，应复尽复。

“三促”包含促企业稳工稳产、促项目连续建设、促防疫物资生产
三项内容。对春节及元宵节期间不停工且现场施工日均人数 30人以
上（含）的省、市重点项目及保障性住房项目，对实际在岗施工人员给
予 150元/天·人补贴，对纳入郑州市防疫物资生产名单的企业，春节
及元宵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的，给予3万元的防疫物资生产补贴。

送出两千万元“红包”
留务工者就地过年

福赠春联祈平安

春节来临之际，嵩
山路街道办事处亚星社
区工作人员走访慰问社
区困难群众、失独家庭、
独居老人与优秀党员。
为他们送去了油、大米
等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许言）弘扬榜样精神，凝聚道德
力量。2月 1日，中牟县举行第四届“感动中牟”十大人物座谈会暨
颁奖仪式。

在 2020年第四届“感动中牟”十大人物中，有不顾个人安危
逆向而行抗疫一线的医疗卫士，有在疫情中坚守初心克服地域
困难给学生上网课的人民教师，有在脱贫攻坚一线带领群众摆
脱贫困的第一书记，有为少数民族同胞奉献爱心、千里捐献救灾
物资的个体劳动者，有孝老爱亲、勇担家庭重担的时代青年，有
执着传统文化带领乡亲致富的乡贤，还有社会各行业默默奉献
的中牟榜样。

座谈会上，“感动中牟”人物代表结合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善举，
畅谈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会和感受，同时表示，珍惜组
织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发挥榜样人物的引领示范作用，让更多的人
加入到道德模范的行列中，为中牟文明城市创建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争做出彩中牟人。

2020年第四届“感动中牟”十大人物评选活动自启动以来受
到全县的高度关注，经过社会推荐、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等，共有
来自各行各业的 35名先进人物参加本次评选活动，最终授予王
杰、王超虎、贝福泉（贝宁）、田金汉、朱忠民、孙中岭、张书文、张同
俊、陈盼、梁艳丽（梁东珊）第四届“感动中牟”十大人物称号，授予
河南省援鄂医疗队队员、中牟县人民医院影像科援鄂医生张钢强
第四届“感动中牟”十大人物特别奖。

据了解，从 2014 年开始，中牟县已经开展了四届“感动中
牟”十大人物评选工作，涌现出 72 名“感动中牟”人物和提名
人物。

“感动中牟”十大人物评出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周永凯）2月 2日，经开区明湖办
事处辖区盛和三期居民迎来了S176公交线路的开通。

盛和三期小区于 2020 年 4 月 8日正式交房，小区位于经开
区朝凤路与经南六辅路交叉口东南角，园区附近有两所小学，多
所幼儿园。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有 1.5公里，步行至少需要 20分
钟以上，对附近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更是
难上加难。明湖办事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向公交公司反
映，协商开通公交线路的问题，公交四公司积极响应群众诉求，
多次实地调研，与办事处共同商定行车线路，最终解决了居民的
出行难题。

明湖办事处为民办实事
开通公交车缓解出行难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谢谢，有了这些红包福利，我这个年过
得更踏实了，也更能安下心来做好市场服务了。”2月 1日下午，在
经开区民乐集农贸市场，领到过年红包的商户王晓彦开心地告诉
记者。

家住安阳的王晓彦从民乐集农贸市场开业就在此经营水果生
意，为响应政府留郑过年的号召，她决定今年不回老家了。

据了解，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为鼓励倡导市场商户留郑过
年，做好节日期间市民餐桌供应，市市场发展中心要求各单位
做好全市农贸市场留郑经营商户基本信息摸排统计，建立留
郑经营商户工作台账，围绕留郑经营商户开展好关心关爱活
动，积极发放“留岗红包”“过年大礼包”，及时回应市场和商户
关切。

经开区民乐集农贸市场、东盛四大街农贸市场，对“就地过
年”经营商户提前进行了统计，共有 176 户商户自愿就地过年。
市场方以储值卡、大礼包的方式为每位市场商户送去价值 650元
的新春礼包，包含日用百货、饮料、酒类等居家生活用品，合计 11
万余元 。

为进一步调动商户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的积极性，市市场发展
中心还号召市场方为留郑经营商户减免两个月房租约 230万元，
为郑州市场“菜篮子”保供稳价提供了坚强保障，仅经开区就有 6
家农贸市场春节期间照常营业。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黄冠兵 徐欢欢）“你们村对党员
管理不严、要求过松，不能从严从实开展组织生活；抓党建意识
不强、履行职责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大、创新能力不够……”日
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村党组织书记“年终大考”在二七区侯寨乡
紧张有序地进行着。9个村（社区）和乡机关支部、乡卫生院党组
织书记先后登台“亮相”，通过现场述职，接受乡党委的“检阅”，
并现场接受“两代表一委员”、村（社区）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点评
和测评。

“俺村建成了新市民素能提升中心，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得好，
但在舆情应对上重视不够”“我们村党员活动日的‘朗读者’品牌比
较有特色，党员们都说好，但村级年轻后备干部储备不足”……

述职会上，书记们以“报账”“考试”的态度，实事求是，开门见
山，讲成绩、找差距、摆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问题
摆进去，深挖自身在履行党建职责和抓党建工作方法中存在的问
题，并由表及里查找原因，在填好“成绩单”时也亮明“问题单”，使
述职真正反映实际工作情况，见人见事见思想。

“党建行不行，述职评一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称职不称职，
还得让党员群众说了算。”二七区侯寨乡邀请48名熟悉党建工作、
公道正派的“两代表一委员”、村（社区）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参
会。大家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和“考生”的现场表现，据实打分，提
出意见，确定成绩。

为避免述职评议，一述了之、一评了之，乡党委针对述职评议
查摆出来的问题，及时建立了问题台账，理清责任清单，形成“任务
书”，作为“必答题”，明确整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采取切实措
施抓好整改。

党建述职“晾晒评”
书记年终“迎大考”

“暖心礼包”留住商户
全力做好节日保供

喜迎新春喜迎新春 情暖人间情暖人间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武军 文/图）
春节的脚步声近了，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近
日，走在路上的市民发现，二七区大街小巷的路
灯杆、树木上,纷纷悬挂了红灯笼、中国结和彩条
灯（如图），吸引过往的市民驻足观看，拍照打卡。

为让市民群众度过一个“喜庆、欢乐、祥和”
的新春佳节，二七区遵循“以人为本、经济适用、
节约能源、绿色环保、美化环境”的原则，对建设
路、大学路、嵩山路、政通路、兴华街、人和路、伊
河路、民主路等8条路段进行亮化提升。

灯光氛围营造既是城市规划建设成果的一
次展示，也是老百姓关注的一件实事。二七区在
保持文化特点及区域个性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街
区路段一街一景，科学安排好设计、实施和维护

等各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以最优的视觉呈现在市
民面前，为千万“就地过年者”送上一份特别的新
年礼物。

二七区打破以往传统模式，在设计上融入更
多新元素，在突出春节年味的同时，充分展示市
民安居乐业、蓬勃向上、繁荣发展的新气象。二
七区还鼓励企业积极参与，鼓励重要商圈和其他
商业主体业主单位自行购置悬挂各类彩灯。

截至目前，二七区的灯光氛围营造工作正在
紧锣密鼓地施工中，现已完成对政通路、建设路、
嵩山路、伊河路的亮化工作，共安装大小灯笼
7388 个、中国结 106 个、藤球 2340 个、麦穗灯
5000个、流星雨 1190套、串灯 102000米，铺设
各类线缆43380米。

彩灯绚烂添年味

写春联写春联颂祖国颂祖国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郭赛 文/图）为持续推进社
区文化建设，激发居民对传统
技艺的喜爱，日前，中原区棉纺
路街道方圆经纬社区党总支联
合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组织开展
了“迎新春品年味，巧手蒸花
馍”创意比赛。

为了让花馍看起来新颖
新鲜，专门准备好了胡萝卜
汁、紫甘蓝汁等。采用果蔬汁
和面既健康美味又好看，做出
特色花馍。随后，由社区党员
志愿者把一个个花馍送到老
党员的手中。

品年味品年味蒸花馍蒸花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