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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慈周寨镇 共学党史聚合力 实干促进新发展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袁滑
县慈周寨镇高度重视尧精心部署袁全镇上下
步调一致袁 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
求袁严把标准关尧质量关袁不断从党史中汲取
力量袁助推慈周寨镇高质量发展遥
慈周寨镇党委书记王瑞杰说院 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袁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遥 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同全面从严治党尧 净化政治生态结
合起来袁 教育引导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在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主动
作为尧奉献担当遥 同时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同我们自身的工作结合起来袁 作为激励干事
创业尧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次强力举措遥
以强有力的措施袁 组织好党史学习教
育遥积极发挥野关键少数冶领学促学的示范带
动作用袁领导班子成员坚持野自主学+线上
学+集中学冶的学习方式袁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并做好自学笔记遥同时结合工作

实际袁积极开展野党委书记讲党课冶野支部书
记讲党课冶等就具有个性的宣讲遥
以务实有效的作风袁落实好党史学习教
育遥坚决落实县委县政府野321冶发展目标袁围
绕野千年古镇尧万亩果蔬尧新兴卫材小镇冶的
定位袁以党建为引领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依
托袁以务实作风推进高标准农田尧绿色果蔬尧
卫材尧食品等行业发展袁实现党建强尧产业
兴尧群众富遥
渊张光辉冤

虞城县人社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活动
虞城县人社局党组高度重视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落实袁于 6 月 2
日上午袁在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野党史学习
教育六月份工作部署会暨集中学习活动冶袁
会议由局党组副书记尧副局长袁建中主持袁
全体中层以上领导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袁建中宣读了县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叶关于印发 6 月份掖督导方
案业的通知曳袁并对人社局党史学习教育 6 月
份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袁从干部职工学习情
况尧实事征集情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会议强调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内集中学
习教育袁 通过开展集中学习教育统一思想尧
凝聚人心尧锻炼党性袁以更好地开展工作尧解
决现实问题遥这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主题
是学党史袁目的就是要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
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尧明确方向袁用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尧 凝聚力量袁用
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尧砥砺品
格遥 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深
刻理解和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遥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袁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尧

学史增信尧学史崇德尧学史力行袁学党史尧悟
思想尧办实事尧开新局遥为人社工作进一步提
升奠定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袁为我县高质量
发展贡献一股强劲的人社力量遥
人社部门作为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袁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尧十分必要遥 虞城县人
社局将紧抓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机遇袁 立足实
际尧守正创新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袁共同学出信仰信念尧学出忠诚担当尧学
出本领能力袁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渊虞城县人社局冤

方城县释之街道 再掀环境治理高潮

童心向党 筑梦启航

近日袁方城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和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会后袁释之街道党工委尧办事处立即召开专门会
议袁分析研判当前环保工作袁对辖区环境治理工作再安排遥
一是全面普查袁不留死角遥 二是网格管理袁逐个销号遥 三是领导挂
帅袁铁腕整治遥 针对个别较为顽固的污染企业主袁进行铁腕整治袁重拳
出击遥 党工委书记尧人大代表樊海鹏尧办事处主任陈颖娜亲自带队袁组
织派出所尧工商所尧供电所等部门集中行动袁对此类企业不留情面袁铁
腕整治遥 共出动人员 150 余人次袁取缔禁养区内生猪养殖点一个袁清
运砂石 300 余方尧水泥 300 余袋袁拆除大型机械一台遥
渊杨继东 韩 铭冤

6 月 1 日袁雷波县城关小学老校区举行了野童心向
党 筑梦启航冶六一庆祝活动遥 活动主要环节有优秀表彰尧少先队
入队仪式尧各年级组合唱表演尧书法作品展及各班自行组织的节
目遥 本次活动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袁让孩子们在感受节日快
乐的同时袁也尽情展现了自己的蓬勃朝气遥
渊张信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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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方城县博望镇 筑牢秸秆禁烧
为有效防治大气污染袁切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袁近日袁方城县博望镇抢先发力袁周密部署袁全面开展秸秆
禁烧工作袁确保夏粮丰产丰收袁打赢蓝天保卫战遥 一是提早动员袁
科学安排遥二是广泛宣传袁营造氛围遥 充分利用宣传横幅尧村民微
信群尧村村响广播尧出动宣传巡逻车等多种方式加大宣传袁共印
制横幅 600 多条袁安排巡逻车 10 辆袁每辆巡逻车在所包辖区早尧
中尧晚不间断进行宣传巡查遥 镇人大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广泛联系
群众的优势袁积极作为袁主动参与秸秆禁烧工作袁该镇各级人大
代表与村组干部一道深入田间地头尧走进农户家中袁向广大群众
宣传秸秆禁烧的危害和秸秆综合利用的意义遥
渊李晓莉冤

新密市应急管理局

注重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为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袁营造浓
厚的名著阅读氛围袁 培养学生动手及创新能力袁进
一步建设书香校园袁5 月 13 日至 5 月 27 日袁 孟州
市化工镇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了以野徜徉经典袁快乐
阅读冶为主题的名著阅读手抄报评比活动遥
本着寓团结合作袁人人参与寓的精神袁初一初二
各班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进行本次手抄报制作遥 利
用阅读课袁制作活动拉开帷幕遥 同学们兴高采烈袁
热情参与袁各个装备齐全袁画得有模有样遥 最终每
班提交十份作品袁初一初二共八十份手抄报参与评
比遥
沐浴着报香袁语文老师走进展评现场遥 八十份
优秀作品整齐地展现在教导处的圆桌上遥 丰富多
彩的内容袁精致美观的版面以及大胆奇特的用色袁
都彰显了同学们的创新能力袁见证了他们的汗水与
收获遥 老师们认真浏览袁精挑细选袁最终在各年级
评选出一等奖十名袁二等奖三十名遥
教导处工作人员对所有获奖作品整理分类袁在
校园广场进行为期两天的展览遥 一幅幅图文并茂
的手抄报体现着同学们的聪明才智袁吸引了广大师
生驻足观赏遥 大家赞不绝口袁对所有同学的劳动成
果给予肯定遥
经过语文教研组集思广益袁本次活动的颁奖仪
式十分新颖别致遥 学校为获得一等奖的小组分别
颁发白鹤芋一盆袁寓意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野一帆
风顺冶遥 也为二等奖小组颁发绿萝一盆袁希望同学
们充满生机袁昂扬向上浴大家喜出望外袁纷纷为自己
的野战果冶取了与众不同的昵称袁可谓别出心裁遥
此次名著阅读手抄报活动历时两周时间袁经历
了评比尧展览尧编辑成册等几个环节袁取得圆满成
功遥 学生不仅在创作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知识袁也促
进了自身汉语文字应用的提高和审美尧编辑能力的
培养遥
渊化工中心校冤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新密市应急管理局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按照野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学史
崇德尧学史力行冶的总要求袁精心策划组织尧创新学习方式袁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尧悟思想尧办实事尧开新局袁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遥
微信平台开展线上野党史课堂冶遥 每天在群里准时推送野党史
课堂冶袁强化学习引领和渗透袁让党史学习教育内化于心尧外化于
行遥 党史课堂从 4 月 14 日开始袁已经在微信群中连续推送一个
月袁参与学习的人数已达到 500 余人遥
野红色走廊冶开辟党史学习新阵地遥 精心打造党史学习教育
野红色走廊冶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布在局楼道两侧尧楼梯间空白
墙面袁庄严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袁让全局党员干部
职工抬眼可见袁停足即学袁不断激发出在重温党史中汲取砥砺前
行的力量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讲堂遥 邀请市党史研究专家张龙宝老
师在全局开展党史教育大讲堂遥 以叶刘堂庙里的红色基因曳为题袁
以大量史料尧鲜活的案例尧翔实的数据袁让全体党员干部了解到
新密党组织的诞生尧发展尧壮大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和新密早期
共产党人抛头颅尧洒热血的奋斗史袁同志们纷纷表示要自觉接受
红色洗礼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辉传统袁把党优良的作风发挥到日
常工作中袁奋力推进新密市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走红色阵地袁忆革命历史遥 组织 8 个党支部先后到新密市张
书印故居尧豫西革命根据地等红色阵地开展现场教学袁通过一张
张历史图片尧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和一段段感人的革命故事袁大家
走进了在新密土地上奋斗过的革命烈士们辉煌的一生遥 他们追
求真理尧矢志救国尧不屈不挠袁为革命奉献一切的精神品质袁让大
家深受教育和洗礼遥
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遥 把野5.12 防灾减灾周冶宣传
教育活动和党史教育学习相结合组织志愿者走进北密新路社区
为群众开展党史宣讲袁邀请防灾尧减灾专家对社区群众进行知识
培训袁并现场演示了自救互救技能遥 此次活动袁让社区群众再次真
切感受中国共产党心系天下的使命与担当袁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防
灾减灾意识袁提高了避灾应急能力袁有利于居民群众保障自身生
命财产安全袁为打造幸福安全社区提供有力保障遥
渊赵超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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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大营镇财政所

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
为深入宣传贯彻新修订的 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曳袁切实提高财政人
员依法履职能力遥日前袁尉氏县大营镇财政所
组织全所干部职工开展学习 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曳遥
本次学习聚焦新叶行政处罚法曳相较于旧
法之野新冶野增冶野变冶袁以及相关修改对行政执
法工作的影响遥通过此次学习袁大家深刻领会
了新修订的叶行政处罚法曳核心概要精神袁将
结合财政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袁 确保政策法规
引用恰当袁反映问题准确无误袁有力地促进了
财政行政权力规范尧有序尧高效尧廉洁运行遥
渊陈建兴冤

方城县赵河镇

牢记使命 万众一心 激发人
民创造伟力
5 月 25 日袁 方城县赵河镇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在镇政府后楼
大会议室顺利召开袁 全镇 90 名人大代表和
45 名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遥
该镇 党 委 书记 孔 令 东 在大 会 上 指出 袁
2021 年是野十四五冶规划的开局之年袁也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尧 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起步之年袁 更是推动
赵河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袁 完成今年的
各项任务意义深远遥 号召全镇上下在赵河镇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袁牢记使命尧忠诚履职袁万
众一心尧砥砺前行袁汇聚强大动能袁激发全镇
人民创造伟力袁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赵河而努
力奋斗遥
渊雷小燕冤

方城县四里店镇

多举措提升人大联络站服务
水平
今年以来袁 方城县四里店镇高
标准打造人大代表联络站袁 架起了一座代表
联系服务群众的野连心桥冶遥
阵地规范化遥按照野九有冶建设标准袁高标
准打造四里店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袁设立站长尧
副站长和联络员各一名袁负责日常事务遥
制度规划化遥人大联络站的组织机构尧代
表信息尧代表工作职责尧受理程序尧解决途径
等作出明确具体规定袁 使代表活动和接待工
作经常尧有效尧透明遥
履职常态化遥有计划组织代表接待选民袁
确定代表接待群众日袁 代表参与接待情况填
入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来访登记簿袁 确保群众
意见有回应袁接待活动有实效遥 今年以来袁联
络站共接待来访群众 50 余人次袁收集意见建
议 13 条遥 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遥
渊刘洺廷冤

西峡县寨根乡桑树小学

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庆
六一活动
为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迎接
第 71 个野六一冶儿童节袁激发学生爱党爱校情
怀袁表达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热爱遥西峡县寨根
乡桑树小学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庆六
一活动遥
首先桑树小学的全体学生合唱了 叶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袁悠扬的歌声引起现场
所有人的共鸣遥紧接着老师们又准备了叶百年
颂歌曳朗诵节目袁内容中字字表达了对中国共
产党的热爱袁 老师们朗诵完袁 一个个情绪激
昂袁 都纷纷表示能为生在现在伟大的祖国而
骄傲遥 然后学生表演了舞蹈袁小品等袁每个节
目都紧扣主题袁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遥
野希望大家都能努力进取袁借着此次活动
开拓进取袁取得更好的成绩袁以实际行动为建
党 100 周年献礼尧喝彩浴 冶该校校长说遥
渊周 杨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