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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实现贫困群
众从不愿搬到“抢着搬”

鹤壁市发改委抽调政治素
质高、工作能力强的12名党员
干部，成立了雨露社区党总支
和管委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
攻坚服务体系。根据群众的需
求配建公共服务设施，并组织
策划了“红色教育、民俗节庆、
群众文体”等文化活动。（郭文
丽 关学堂）

鹤壁市发改委打造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新模式

鹤壁市发改委作为该市易
地扶贫搬迁的牵头部门，在圆
满完成全市3205名贫困人口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后，积极探
索推进易地搬迁工作的好点
子、好路子，形成了独特的“三
心”工作新模式，扎实做好易地
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郭文
丽 关学堂）

实现贫困群众从稳得住到“住得
稳”

鹤壁市发改委建立四项服
务机制，确保贫困群众稳得
住。一站式服务机制，在服务
大厅设立社保就业、物业水电
等便民服务窗口；推行“保姆
式”服务机制，社区和物业人员
开展手把手服务贫困群众；实
行“三必到五必访”和“两长三
员”服务机制，让群众在社区找
到亲切感与归属感。（郭文
丽 关学堂）

实现贫困群众从能致富到“能稳
富”

鹤壁市发改委为确保群众
稳定脱贫，加强技能培训务工
就业；建设卫星工厂就近就业；
设立公益岗位安置就业；推动
创业就业，建设太行山土特产
贸易服务中心暨易地搬迁群众

创业展示厅，探索实行易地搬
迁+电子商务+脱贫攻坚+社区
创业新模式。（郭文丽 关学堂）

鹤壁市发改委一同志获全国“十
三五”奋进搬迁干部

近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
举办了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论
坛，鹤壁市发改委一名同志作
为全国“十三五”奋进搬迁干
部、淇县搬迁办作为全国“十三
五”搬迁工作担当有为集体、淇
县雨露社区作为全国“十三五”
美丽搬迁安置区在会上被集中
推介。（郭文丽 关学堂）

农商银行：推行“12345”工作
法 力促党建提质增效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是金融企业的“根”和

“魂”，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的
农商银行应抓牢基层打实基
础，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切实推

动党建工作走在前列，助推各
项业务高质量发展。

突出一个理念。牢固树立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业务
发展高质量”的理念，党员站在
业务营销、支农惠农、不良清
收、扶贫帮困等工作前列，发挥
带动作用。

建强两支队伍。组建党员
服务队和党员先锋队，积极开
展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各项
志愿服务活动，极大提高农商
形象。

实现三个融合。与业务发
展相融合。推广整村授信工作
中，协助村级强党建促发展，扶
贫工作中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形成综合扶贫工作模式。与
群团工作相融合，推动党建群
团共促。通过年会、亲子活动、
网上知识竞答等多形式丰富员
工生活，激发爱岗热情。与责
任落实相融合。将党建工作责

任纳入常态化、长效化考核，推
动党建主体责任层层落实。

强化四大活动。“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结合当下热点和
工作重点，丰富主题党日活动，
把党性锻炼融入日常。创先争
优活动，设置党建与业务相融
合的多个先锋示范岗，形成比
学赶超的积极氛围。党员积分
活动，把党员日常规范量化为
积分账户，助推工作发展。星
级支部活动，鼓励党支部创新，
督促每个党支部按照时间节
点，将所开展的活动资料及时
整理归档，打造星级支部。

推进五项标准。持续推行
党支部“五个标准化”建设，发
挥“风向标”的作用。通过支部
调整，丰富党内活动，落实党员
制度管理要求，统一档案整理
标准等，有效推进组织建设、组
织生活、党员管理、档案资料、
活动阵地标准化。（杨晰杰）

本报鹤壁讯 近日，记者
从山城区宣传部了解到，山城
区“善行山城”好人宣讲团于
今年11月被中宣部授予“基层
理论宣讲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

2019年4月，山城区创新
开展了“善行山城”活动，成立
了“善行山城”好人宣讲团。
宣讲团中有入选“中国好人
榜”的张彦光、唐风花，有荣获

“河南好人”称号的李应喜，有
荣获鹤壁市道德模范提名奖
的利民社工服务站站长张振
民等。

为充分发挥“善行山城”
好人宣讲团宣传带动作用，山
城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和学雷锋志愿服务
中心（所、站），开展了以“善行
山城”“弘扬雷锋精神争做山
城好人”“扫黄打非、健康成长”

“道德讲堂”等为主要内容的
文明实践活动。

宣讲团成员讲述自己的
故事、宣讲身边人的先进事
迹，有时还制作音频、视频等，
以网络形式宣讲，让群众近距
离感受“好人”风采，营造了“一
个好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影

响一座城”的良好氛围，唱响
了“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的主旋律。

截至目前，“善行山城”好
人宣讲团共开展宣讲3000余
场次，受众10万余人次。每一
场宣讲在感动、鼓舞现场群众
的同时，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好人”行列。2019年以来，山
城区已涌现出“中国好人”张
彦光夫妇、“河南好人”刘新国
等国家、省、市级“好人”31名，

“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
“好儿女”等650余人，“星级文
明户”350余户。

中宣部授予山城区“善行山城”好人宣讲团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本报鹤壁讯 近日，2020
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技能
大赛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
造赛项在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拉开帷幕。河南省教育厅派
驻的大赛仲裁开封大学副校
长赵辉、大赛监督亚龙教育
科技公司河南区总经理刘天
鹏，学院党委书记孙斌、副院
长杨长春、教务处长王爱红
出席了开幕式。参加开幕式
的还有来自全省 21所参赛
院校的100余名选手和指导
教师。开幕式由副院长杨长
春主持。

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
中拉开序幕。学院党委书记
孙斌在致辞中表示，学院将
把大赛作为检验人才培养水
平的契机，持续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全面提升育人水平，以
更加开放的态度，加深与兄
弟院校的合作，拓宽沟通交
流的渠道，在资源共享、协同
创新中与大家一起携手并
进、共谋发展，为我省社会经
济发展培养大量高水平技术
技能人才。

杨长春表示，高等职业

教育技能大赛是我省贯彻落
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和《河南省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的
具体举措，是兄弟院校师生
间切磋技艺、检验学习效果
的赛场和舞台，也是沟通交
流、加深了解的平台。学院
将全面做好比赛组织和服务
工作，为各参赛队及选手提
供公平公正的赛事环境。

据了解，此次大赛于12
月 10日结束。优胜者将代
表河南参加 2021 年全国职
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

本报鹤壁讯 日前，河南
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河南
省金融工会和中国银行河
南省分行联合在鹤壁市举
办 2020 年五项技能竞赛。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作为承
办方认真组织，精心准备并
荣获佳绩。

竞赛涵盖普惠金融、对
公项目+储蓄传票录入、对
私项目+计算器、机器点钞

扎把+假币识别、IT知识+
创意设计等5个项目，全省
中行系统有 22 个参赛单
位，90多名选手参赛。该行
鹤壁分行荣获优秀组织奖，
该行选手王彦玲、高佳琦分
别获得对公项目+储蓄传票
录入、对私项目+计算器第
二名和第五名，该行 IT知
识+创意设计荣获三等奖。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壁
市浚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浚
县炳良科技有限公司在第29
个国际残疾人日来临之际，

开展游古城活动。活动开展
中，一八旬老人路过古城西
城门时，突然摔倒，头破血
流，正在执勤的浚县消防指

战员立即上前救助，并通过
县公安局帮其找到家人，送
往医院。

本报鹤壁讯 鹤壁消防
救援支队结合实际，锁定

“五类群体”，突出特色，创
新形式，积极开展有针对性
的消防宣传活动，全面发起
冬季消防宣传新攻势。

通过锁定农村群众，锁
定社区居民，锁定企业员

工，锁定弱势群体，锁定网
络平台进行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转变群众消防安全观
念，把消防安全知识融入日
常生活，开展消防安全培
训，扩大传播优势，切实提
高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

本报鹤壁讯 冬春火灾
防控工作部署以来，鹤壁消
防救援支队迅速行动，深入
开展各类场所消防安全大检
查，大培训，掀起了冬防工作
大热潮。近日，结合实际，鹤
壁消防联合应急部门在山城

举办了“安康杯”消防知识竞
赛及消防技能比赛活动。

通过竞赛活动，提升了
基层网格和社会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为做好冬春
火灾防控工作打下良好基
础。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在全省中行系
统五项技能竞赛中获佳绩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克忠

鹤壁消防救援支队锁定“五大群
体”助力冬季消防宣传工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罗志强

百名省内选手齐聚鹤壁
高职技能优胜者或将冲刺全国大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通讯员 裴小鹏

别样“消防大比武”
助推冬防工作深入开展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罗志强

八旬老人游古城摔翻 消防员及时帮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罗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