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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2日下午，鹤
壁市淇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在淇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举行新年第一次集体学习，以
沉浸式的现场教学方式，围绕

“七个聚焦”深入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鹤壁市政府副市长、
淇滨区委书记王洪民，区委副
书记李志军等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全体成员参加。

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淇滨区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了“红
润淇滨”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系列场景。在现场，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聚焦砥砺初
心、感念党恩、伟大变革、自信
自强、宏伟蓝图、共同奋斗、勇
毅前行，重温入党誓词，品味忆
苦思甜，回顾伟大成就，领略大
国重器，聆听二十大金句诵读
和微视频宣讲，并写下向党诉
说的心里话。通过现场沉浸式
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结合
淇滨区实际，更加全面地领会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纷纷表示，此次沉浸式现场教
学令人印象深刻，将进一步学
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
信心、埋头苦干、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奏响共同奋斗最强音，
在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先
行区进程中再创新业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本报讯 近日，河南鹤壁
示范区“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暨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分别在古城街
道高村、淇水湾街道东高村举
行。

据了解，活动在唱腔优美
的戏曲中拉开帷幕，豫剧《朝
阳沟》、歌曲《红梅赞》等节目
精彩呈现，为广大群众奉上了
一场在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各单位志愿服

务点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示范区新闻宣传和网络管
理中心志愿者为群众发放抽
纸、对联、口罩和文明市民“十
要十不要”、移风易俗、“扫黄打
非”等宣传品、宣传页；区统战
政法工作部、科技工信局开展
法律知识、科技科普等宣传；区
社会事业局组织医务工作者为
群众提供精准医疗服务；区公
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为群众
宣传消防安全等内容；区公用

事业发展中心宣传垃圾分类相
关知识，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区
教体文旅局写春联、送春联活
动格外引人注目，群众争相挑
选着心仪的对联和大红“福”
字。

此次活动开展的一系列
进基层服务活动，更好满足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
了新春佳节氛围，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

鹤壁示范区
冬日“三下乡”惠民暖人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李庆

本报讯 红梅迎雪放，舞狮
迎新春。1月14日上午，伴随
着2023年的第一场雪，朝歌文
化园鹿台阁广场成了一片欢乐
的海洋，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2023年“新春文化节”启
动仪式举行。

“咚锵、咚锵、咚咚锵……”
伴着欢快的锣鼓声，两只舞狮
踏着节奏，时而腾起，时而俯
冲，锣鼓声起起伏伏，舞狮踢跳
翻蹬，时而在观众前面露憨态，
逗趣连连，人群中喝彩声不断，
为现场增添了热闹欢乐的气
氛。

随后，农民兄弟乐队带来

了歌舞《过年好》和《一起去鹤
壁》，接着，国家一级演员金不
换演唱了一首专门为这次新春
文化节改编的戏曲《梨园迎春》
惊艳全场，将示范区这些年的
变化通过戏曲的方式展现给观
众，把观众迅速带入到喜庆、火
热的氛围中。

在示范区和承办单位的精
心筹备下，2023年“新春文化
节”系列活动突出城市特色与
时代气息并重，集视、听、味、
游、购、娱于一体，聚焦“寻年俗
文化、逛年货市集、观炫彩灯
景、游南部新城”主题，融合多
种艺术、娱乐、消费形式，既传

承传统文化，又演绎现代文明，
着力为广大群众营造健康文
明、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同时
也将进一步激活服务业消费新
活力，为文、商、旅融合发展注
入新动能。

此次“新春文化节”除了鹿
台阁主会场外，还设置了5个分
会场，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文艺
表演，还能享受“乐在新春”系
列活动。可以淇河泛舟，也可
以去朝歌里品美食小吃；可以
在繁花里阅享书香，也可以到
建业基地赶大集，为广大市民
奉献一场丰富多彩、浓厚独特
的新春商业、文化盛宴。

休闲度假哪里去 南部新城示范区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2023年“新春文化节”启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苗苗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多措并举推进“三零”创建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贾苗苗

本报讯 自“三零”创
建工作开展以来，鹤壁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
分局把“三零”创建作为
基层公安工作的重要抓
手，坚持以增强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为目
标，以平安建设为核心，
强化党建统领，构建多元
协同的基层治理格局，实
现零距离为民排忧解难，
不断推动平安建设工作
迈上新台阶。

坚持党建引领，组建
网格队伍。将党的思想
建设融入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工作中。分类建立
台账，整合信息资源。充
分利用“一村一警”机制，
以“四大一送、情暖百姓”
活动为载体，整合多方资
源，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部门形成联动，
倾情化解矛盾。实现信
息共享，通过机制创新强
化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广泛宣传动员，营造和谐
氛围。立足辖区实际，组
织民辅警进社区、进商超
等场所开展法制教育和
道德宣传，为基层治理营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召开2023年

“开门红”动员大会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然欣

本报讯 2022 年 12
月 27日，中国银行鹤壁
分行召开2023年“开门
红”动员大会，全面吹响
了2023年“开门红”首战
号角。

会上，该行公司业务
和个人金融业务主管行
长分别宣讲了“开门红”
竞赛活动方案，对方案的
重点和细节进行解读。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关海峰安排部
署重点工作，要求全行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
神状态，全力推进各项指

标落地。
会议要求，在打好全

年开局之战的关键时刻，
一是要锚定目标狠抓落
实，力争在各方面取得新
的成绩、实现新的突破，
赢战2023年“开门红”。
二是要积极捕捉市场机
遇，迅速出击，在中国银
行鹤壁分行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中走在前、当先
锋。三是要全力以赴投
入“开门红”战役，为续写
高质量富美鹤城更加出
彩绚丽篇章贡献鹤壁中
行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建设银行鹤壁分行
开展爱心助农活动

本报讯 “太感谢建
行了，为我们解决了白菜
的销路，真是帮了我们大
忙呀。”1月7日，浚县小
河镇聂渡村农户激动地
说道。

原来，浚县小河镇聂
渡村的白菜喜获丰收，受
疫情影响，物流不畅，造
成白菜大量滞销。得知
这一消息后，建设银行鹤
壁分行高度重视，安排专
人通过“以购代销”的方
式帮助农户解决白菜销
路问题。

建行鹤壁分行党员
志愿者积极响应爱心助

农倡议，自发来到聂渡
村 ，共 采 购 爱 心 白 菜
12000斤。此外，该分行
所辖部分支行及部门还
自发组织员工采购白菜
万余斤，进一步帮助菜农
缓解白菜销售难题。

下一步，建行鹤壁分
行将继续秉承温暖向善
的公益理念，发挥金融机
构的自身优势，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急群众所急、
想群众所想，用实际行动
展现国有大行的责任担
当，为全社会公益事业贡
献建行力量。

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
争做“零案件”县区公安机关排头兵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祁鹏飞

本报讯“三零”创建工作
开展以来，鹤壁市公安局鹤山
区分局党委始终把牵头抓好

“零案件”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主要领导全面负责整体抓，分
管领导具体负责亲自抓，认真
执行上级要求，组建创建专班，
立足机制创新，强化组织推动，
坚持打防管控全面提升“零案
件”的原动力、向心力、影响力，
2022年以来，“三零”创建工作
全市领先。

一是党建领航抓创建。牢
牢把握“公安姓党”这一根本政
治属性，为“三零”创建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二是聚力众合抓
创建。全面整合警力，为“三
零”创建凝聚队伍建设合力。
三是弘扬“枫桥”抓创建。着力
营造“学枫桥、保平安、焕新颜”
的浓厚氛围，为“三零”创建打
造信访稳定品牌。四是以打开
路抓创建。常态化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精准化打防民生

侵财案件，科学化完善命案防
范机制，为“三零”创建营造风
清气正环境。五是精准排查抓
创建。开展常态化走访排查等
工作机制，为“三零”创建织密
深层防护网络。六是备战应战
抓创建。组建“鹤山红”“平安
蓝”巡逻队伍，组织开展街面巡
逻，织密全天候、全覆盖的“大
巡防”格局，为“三零”创建奠定
平安和谐基调。

鹤壁市淇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开展新年第一次集体学习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姬闻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