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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综合

汝州开展
“宪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许艳芳 文图

洗耳河街道办事处

组织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
观摩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宪法进校园”活动现场

本报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是《宪法》规
定的，是我们每位同学要内化于心、外
践于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10
月 8 日，在汝州市中小学校开展的“宪
法进校园”宣传活动中，市司法局普法
宣讲团成员为中小学生上了一堂“宪法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课，受到
师生的一致好评。
汝州市普法宣讲团成员围绕《宪
法》的核心、新中国宪法历程、宪法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通过发放漫
画手册、播放视频、开展讲座等，为中小

学生讲解了《宪法》的权威、地位、作用，
引导学生从小掌握《宪法》等法律知识，
养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习惯，强化青少
年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
《宪法》宣传是“七五”普法中期检
查验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今年普法宣
传的重点。汝州市围绕“法律六进”标
准，扎实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组织
全市 20 个司法所、5 个律师事务所的工
作人员组成普法宣讲团，已在该市一
中、六中、逸夫小学等 20 多所学校，累
计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20 余场，发
放《宪法》等宣传读本 1 万余册。

本报讯 10 月 7 日，洗耳河街道
档案资料、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办组织街道班子成员、各科室站所、 资料、社区（村）
“两委”成员对组干
各社区（村）支部、居（村）委会负责
部任职资格审核登记台账等。
人参加“逐村观摩 整乡推进”观摩
在观摩中，观摩团成员边走边
活动。
看边议，对每个社区（村）近期的新
观摩活动中，每到一村先听取
变化、工作的亮点表示肯定。街道
社区（村）负责人介绍第三季度党建
班子成员在各社区（村）工作情况的
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各类档案资料
点评中，既指出了工作中的亮点、特
进行查看，然后对工作情况进行点
色，又指出了该社区（村）在下一步
评，对各社区（村）工作情况现场打
工作需要提升纠正的短板不足。
分评定。在档案资料查看中，重点
在当天下午的观摩总结会上，
查看中央巡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观摩团人员召开座谈会对观摩活动
督导、脱贫攻坚督导整改落实情况， 进行总结，对下步工作重点进行分
基层党建资料整理、归档情况，脱贫
析动员，并对当天观摩活动中评分
攻坚村级档卡资料、第二季度观摩
位居前三名的南关、许寨、西西等居
整改台账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 （村）进行通报表彰。

情系故土 共谋振兴

纸坊镇赵庄村举办乡贤国庆茶话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闵振安 文图

“巾帼志愿者”服务社区

帮老年人公益体检获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姚淑丽
本报讯 10 月 8 日上午 8 时，洗耳
河街道南关社区的 10 多名“巾帼志愿
者”早早地来到居委会，协助社区老年
人进行公益体检活动。
巾帼志愿者身穿统一服装，头戴小
红帽，搀扶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帮助社
区老人进行体检。在活动现场，志愿者
分工合作，帮助老人填写体检表，引导
老人完成测血压、抽血、心电图、B 超、
尿常规等体检流程，并告知他们平时生

活、饮食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据了解，南关社区学雷锋“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017 年，由社区各
个居民楼的 15 名居家妇女组成。她们
在日常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巾帼不让须
眉，除参加社区日常组织的公益活动
外，积极发挥妇女的优势，协助参与社
区开展文艺活动、公益劳动，不仅收获
了幸福、健康，而且她们的行为也得到
了社区居民的一致称赞。

煤山街道办事处组织观看电影《邹碧华》

让党员干部接受心灵洗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陈闪闪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精
神，更好地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9 月 30 日下午，煤山街道在机关六
楼会议室组织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同志
集中观看电影《邹碧华》。
电影《邹碧华》通过艺术化的创作
手法真实生动地描述了被誉为“时代楷
模”的人民法官邹碧华的感人事迹，真
实再现了邹碧华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
展示了他“践行党的宗旨、捍卫公平正
义”的人生追求，展现了他敢啃“硬骨
头”
，甘当
“燃灯者”的崇高精神。

汝州

本次观影活动旨在让党员干部学
习邹碧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信
念、敢于担当、鞠躬尽瘁、知行合一的精
神，引导党员干部向榜样看齐，激励党
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
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观看完电影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以
邹碧华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坚定的理想
信念，学习他公正为民、忠诚敬业、勇于
担当的精神，将“邹碧华精神”内化于
心，实化于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促进煤山街道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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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

本报讯 10 月 2 日上午，热烈的
掌声从纸坊镇赵庄村党群之家会议
室传来。由该村两委举办的“情系
故土、共谋振兴”赵庄村乡贤国庆茶
话会正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
国庆前夕，赵庄村两委诚邀在
外务工人员回家乡共商赵庄村发展
大计。茶话会上，村支部书记李占
立介绍了赵庄村近年来的发展变化
及村里的五步发展规划：硬化村内
道路，让赵庄村所有街道重新硬化，
并在村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设停
车场，方便村民生活；搞好村容村

貌，改善人居环境，实现村内绿化亮
化；建设敬老院，让 70 岁以上老人
可免费入住；发挥村内农业优势，实
行公司加农户，发展加工业项目；发
展集体经济，
实现旅游观光一体化。
看了村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听到村两委的美好规划。赵庄
村乡贤代表董诚、李丙须、李富春、
李自强等一致表示，要发挥自身优
势，为家乡的发展献策献力，同时要
在宣传家乡、推介家乡、建设家乡方
面不遗余力，共同建设赵庄村更加
美好的未来。

焦村镇着力冲刺全年目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通讯员 焦玉昌
本报讯 10 月 8 日，记者从焦村
镇获悉，进入 10 月以来该镇围绕全
年目标完成情况，结合实际聚焦重
点工作，查漏补缺，制定有效措施，
调整工作思路，动员全镇干群大干
90 天，
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该镇对照全年目标调整工作计
划。全镇各工作片各线口对照年初
目标任务回头看，找差距，重新调整
工作计划，倒排时间表，确保年底顺
利完成目标任务。
狠 抓 重 点 项 目 ，督 促 工 作 进
度。针对蚕桑产业，扶贫攻坚、安全
环保、基层党建、卫生保洁等重点工
作，重新调整管理人员，进一步细化
责任，科学谋划，及时跟进，使各项

重点工作不拉全镇后腿。
强 化 督 查 措 施 ，严 格 奖 惩 制
度。要求各村各单位从 10 月 1 日
起，每天下午 5 点前向镇有关部门
汇报当天工作进度，每周由主管业
务部门总结通报一次，对按时间节
点完成任务的，在镇工作群里进行
表扬，对工作滞后的通报批评，限时
跟进迎头赶上，并以此做为年终评
先评优重要依据。
据焦村镇镇长席增涛介绍，从
10 月 1 日至今，机关干部照常上班，
秸杆禁烧、蚕桑产业、扶贫攻坚等各
项工作有序进行，全镇各行业出现
了比、学、赶、帮、超的喜人局面，全
年目标任务有望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