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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综合

钟楼街道办事处

开展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文图

煤山街道办事处

组织入党人员集体宣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陈闪闪

通过实地观摩评比，
最终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各两名。

本报讯“通过今天的观
摩，感觉在基层党建工作中
还有很多地方需向兄弟社区
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
带领社区班子再接再厉，推
动东街社区党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绝不辜负街道党工委
的期望。”7 月 9 日，在钟楼街
道第二季度基层党建“逐村
观摩、整乡推进”总结点评会
上，荣获此次观摩评比一等
奖的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瑞玖在会上发言时说。
为切实巩固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成果，推动新
任“ 两 委 ”班 子 更 好 履 职 尽
责，当天下午钟楼街道组织
街道全体班子成员、各社区
包村干部、党支部书记共 40

余人开展了第二季度“逐村
观摩、整乡推进”
活动。
通过听取汇报、随时提
问、现场点评、集中打分等形
式，进一步深入了解新一届
社区“两委”班子到岗上任情
况和作用发挥情况、基层党
建“三定四抓”促“三化”建设
情况、抓党建促脱贫情况以
及以党建为统领积极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落实情况。
通过实地观摩评比，最
终评出一、二等奖各两名，分
别给予 5000 元、3000 元的现
金奖励，同时组织在观摩评
比中排名前两名和后一名的
社区党支部书记作典型发言
和表态发言，让各支部进一
步知不足、明思路、补短板、

破难题。
观摩结束，在拐棍李社
区召开总结点评会，对此次
观摩活动进行集中点评，对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各社区党支部书记分
别递交了党建目标责任书。
就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桃叶要求
要端正态度，扛实责任。把
各项重点工作牢记在心，加
强社区两委会成员的凝集
力，以时不我待的态度抓好
各项工作的落实。要理清思
路，鼓足干劲。通过此次观
摩，认真总结好上半年基层
党建、脱贫攻坚等工作，找准
差距，补齐短板，为下半年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讯 根据市委组织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管
理的具体要求，7 月 9 日上
午，煤山街道举行 2018 年新
入党人员宣誓仪式暨集体
谈心谈话会议。会上，首先
宣读了辖区各党支部接收
预备党员和转为正式党员
同志的名单。随后，煤山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
主任王军涛代表街道党工
委向预备党员、正式党员授
发党徽、党费证书。在领誓

人的带领下，在座全体党员
与预备党员庄严宣誓，重温
对党忠诚的誓言，表达了为
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最后，王军涛代表街道
党工委开展集体谈心谈话，
希望与会人员能够牢记党的
优良传统，在今后的工作和
生活中坚持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
不断增强党的信念和
党员意识，进一步弘扬奉献
精神，
树立党员形象，时时处
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汝州一高龚延民
携手长阜初中十年励志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文图

平顶山市
“十千万理论宣传工程”
走进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兰颖
本报讯 日前，平顶山市
“十千万理论宣传工程”走进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的
十九大代表、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十三矿掘进二队队长王
羊娃以《不忘初心跟党走，牢
记使命加油干》为题进行了
宣讲。
王羊娃曾先后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
号，并于 2017 年 6 月当选党
的十九大代表。本次宣讲王
羊娃从十九大提出的新时

简讯

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
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和
解读。整场辅导报告脉络清
晰、生动形象，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思想性和操作性。
该院副院长兰相军在总
结发言时表示：我们要以这
次宣讲会为契机，按照中央、
省委、市委的部署和要求，坚
持学懂弄通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
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

的过程转化为提高认识、统
一思想的过程，转化为完善
工作思路、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落实到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健康扶贫、医院创“二
甲”、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建
设等工作的各个方面，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进一步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设生态智慧健康文
明幸福的汝州贡献力量。

7 月 4 日，市城管局举行庆祝建党 97 周年书画展，局长范红超及机关干部职工参
加活动，共展出的作品 36 幅。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郭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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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延民老师与长阜初中 10 年携手励志路

本报讯 7 月 7 日上午 9
时，汝州一高龚延民老师在
大门前等到了纸坊镇长阜
中学 7 名考入一高的新生。
龚延民是在履行半年前给
学生做报告时的承诺：
“我
在汝州一高等你。
”
长阜中学教师邵向利
说：
“ 龚老师的报告每年都
是同样的主题，报告朴实无
华、接地气，震撼力强，师生
和家长们非常都很爱听。”
据长阜中学校长孔江
伟介绍，长阜中学地处纸坊
镇最东端，生源来自周边三
个村，全校学生不足 300 人，
毕业班学生不足 50 人。由
于长阜中学优秀生源流失严
重 ，学 校 面 临 巨 大 压 力 。
2008 年中招，长阜中学只有
两名考生考入一高。学校决
定为学生找到一把打开学习
方法的“金钥匙”。2009 年
春，该校初三考生在距中考
100 天时到汝州一高参观，
邀请龚老师做励志报告，汝
州一高表示大力支持。随
即，龚延民在汝州一高为考
生们做了《为崇高人生目标
而奋斗》励志报告，鼓励考生

们树立目标，敢于为实现人
生理想而一跃。报告产生
了强大的震撼力，当年任班
主任的邵向利说：
“ 第二天
早上 4 点，我就被学生的读
书声惊醒。”
“ 学生学疯了！”
孔江伟校长说。当年，我校
有 11 名学生考入一高。
此后形成了惯例，长阜
中学与汝州一高约定，在每
年中考前 100 天时，由龚延
民为长阜中学初三考生做
一场报告。就这样，龚延民
老师先后为长阜中学考生
做了 10 年报告。长阜中学
先后有 71 名学生考入汝州
一高，有 141 名考生考入汝
州市重点高中，该校升学率
在汝州市初中名列前茅。
学生们反映，龚延民讲
在学习中应发扬“十三种奋
斗精神”，如“乞丐精神”
“孤
岛精神”
“ 墨池精神”等，分
别由十三组生动故事做支
撑 ，只 要 钟 情 于 一 两 种 精
神，学习中就不怕困难。龚
延民表示，他做励志报告就
是要唤醒学生的学习意识，
对农村初中的孩子伸出援助
之手，
帮他们考进汝州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