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区委老干部局组织县级实职退休干部和全局党员干部，到荥
阳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接受红色洗礼

郑上路小学举办“重温红色书信 赞党百年辉煌”诵读比赛，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中原区委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连环
招”、使出“组合拳”，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强担当、勇攻坚、惠民生。

起步早，群众诉求征集到位。区委主要领导
亲自谋划部署，做好顶层设计，3月5日区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后，同步开展群众诉求大征
集、大排查、大梳理活动。制定并下发《关于征集
排查梳理群众诉求的通知》，采取集中座谈、问卷
调查、入户走访、设置征求意见箱、网络征集等多
种方式，广听民声、广纳民意。截至目前，全区共
召开群众诉求征集意见座谈会149场，发放调查
问卷 17643份、收回 16423份，设置征集意见箱
298个，入户走访群众6224人次，征集群众诉求
2667条。

归类细，分层分级梳理到位。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与中央环保督察、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三项工程、一
项管理”等工作结合起来，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动对接全区 14个街道、57个部
门，分层分级分系统梳理问题、建立清单，每周定
期更新内容，形成动态工作台账。

落实好，为群众办实事到位。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中原区紧紧围绕广大群众的需求，开拓思
维，边学边干，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从清洁群
众居住环境出发，结合垃圾分类服务，实现辖区
卫生清理监督全覆盖；从推进老旧小区工作出
发，为辖区老旧小区铺设民用管道、修缮屋顶，增
设“红色加油站”让居民在家门口学习文化、休闲
娱乐；从化解信访突出问题出发建立工作台账，
办理结案 125件，化解案件 110件，信访化解效
果初显；从优化政务服务出发，为老龄群众设立

“无健康码通道”，设置老年人服务窗口，配备老
年用品和应急救治设备，全方位为老年人提供贴
心的政务服务；从法治宣传助民出发，打造机关

“文化长廊”和文化室，在全区大力提升群众法律
意识；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机制，帮助
追回被拖欠工资2800万余元。

●● ●● ●●

中原区

学好百年党史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吕杨子 李怀慈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也是今年的

重大政治任务。郑州市中

原区委迅速行动、科学谋

划，引导全区上下在“学”

上务求实效，在“悟”上入

脑入心，在“干”上担当作

为，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发

展开新局的实际行动，扎

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三官庙街道举办“家门口的党史
微课堂”系列活动

高度重视、高位谋划 下好组织领导“先手棋”

中央、省委和市委陆续对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部署后，郑州市中原区委高度重视，把党
史学习教育紧紧抓在手上，以党史学习教育
统揽全区各项工作。

提高思想站位，精心谋划部署。3月4日、
3月23日，召开十一届区委第147次、148次常
委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3月5日，区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对
全区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系统动员。4月1
日、4月 7日先后召开全区层面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推进会，5月 12日召开1次街道层面工作
推进会，再次强调重点任务、工作责任。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两次调研全区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及时下发实施方案，细化
各项具体工作安排，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全
区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为开展好党史学习
教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压紧压实责任，及时跟进督导。成立由
区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下设一办五组，制定了区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作制度，明确分工、
细化任务。区委派出 7个巡回指导组,已经
对全区 71家单位逐一进行了督导。领导小
组办公室实施周例会、月度会议制度，召开
各协调会 14 次。抽调 59 名精干力量集中
办公，建立联络员机制，确保信息高效传递、

工作运转顺畅。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办公
室临时党支部，强化组织领导。截至目前，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发简报 31 期，印发工作
提醒 10期。

有力有序推进，迅速全面展开。动员大
会后，全区各单位紧跟区委步伐，扛起主体责
任，迅速进入状态。相继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定方案、设机构；启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察民情访民意征集排查群众诉
求，分层分级分类梳理、建立动态问题台账；
充分挖掘辖区红色资源，开展专题宣讲、组织
专题培训、开展专题党员活动和实地参观学
习，在全区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以上率下、深学细悟 打好开局起步“主动仗”

立体宣传、广泛覆盖

构建氛围营造“大格局”

中原区委紧扣党史学习教育基础在学
习，目的在教育的要求，创新方式方法，发挥
特色优势，形式多样开展学习教育，让党史学
习教育迅速“活起来”“火起来”。

党史专题“理论课堂”明理凝神。通过理
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学习，“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专题党课、专题读书班集体学习与党
员自学相结合，深入研读《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问答》等指定教材，订购学习材料2万余册，
按周分月划定学习章节篇目，学好用好采访
实录等鲜活教材，全面系统掌握党的历史。

红色资源“实景课堂”赓续初心。充分挖
掘利用本地红色资源，目前发掘遗址、场馆 8
处；挖掘出先进模范人物及家庭 109个，党史
故事素材17条。利用好辖区碧沙岗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干休所党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利用好棉纺厂、二砂文创园、郑煤机芝麻
街等资源，传承中原工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
传统和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分批次组织1600
余人次到郑州美术馆新馆、黄河博物馆、任长
霞纪念馆、郑州烈士陵园参观，进一步激发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情怀。

文化活动“多彩课堂”深入人心。通过

看、听、唱、读、赛等多种形式，将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工作、生活场景。区委设立党史学
习教育红色观影基地，启动红色主题电影
展映，每周三下午推出免费放映活动；举办

“百年党史我来讲 红色基因永相传”中原
区党史专题宣讲大赛。建设路街道开设建
办之声新时代广播站“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专题栏目；航海西路街道“琅
行读书社”诵读红色家书；区教育局组织下
属中小学开展红歌比赛，区图书馆设立“党
史书架”，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加深入浅出、立
体鲜活。

中原区委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加强自身
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扭住“关键少数”，切实
发挥领导干部“领头雁”“主心骨”作用，坚决
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到一线。

带头举行学习研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研讨2次，同时
吸纳各单位各部门和下级党组织负责人参
加，集中收听收看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
专题辅导报告，学好用好《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等书目，实地参观郑州美术馆新馆“百年

征程·醉美遵义”红色主题作品展和黄河博物
馆，观看全国小康题材影片《千顷澄碧的时
代》，按照学习计划完成规定篇目的自学，自
上而下推动党员干部深学细悟。

带头讲授专题党课。3 月 5 日、3 月 26
日，区委书记乔耸先后在全区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中原区 2021年春季乡科级领导干
部主体班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讲党史专题
党课。专题党课内涵丰富，实例鲜活感人，通
过重温党史寻根溯源，激发党员干部砥砺前

行的勇气和力量。3月以来，区级领导分别到
棉纺路街道、中原西路街道、区财政局、区人
社局等单位讲党史课26场。

带头领办民生实事。区委主要领导带头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定《区级领导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联系单位安排表》，
全区近40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每人联系2个基层
单位，分别到联系点参加“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征求意见座谈会指导工作，充分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取得良好效果。

中原区委广泛开展面向基层的宣讲活
动，在全区精心组织党史宣传、讲好红色故
事，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传承。截至目前，全区共组建各级
各类宣讲团 16 个、成员 81 人，已开展宣讲
510余场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深入
群众、热在基层。

百名书记讲党史，确保“全覆盖”。以“百
名书记讲党史”为抓手，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进基层。各级党组织书记精心备课，
周密组织，3月份以来，共进行宣讲180余场，
直接受众达 9000 余人次。中原区还将制作
出一批各级党组织书记宣讲党史的精彩片段
微视频在微信官方公众号进行展播。

专家学者讲党史，确保“高质量”。依托
中原区委理论宣讲团，邀请省委党校党史教
研部教授郭广平、市委党校教授王留玉等专
家学者 20余名深入基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百年奋斗史等内
容作为宣讲的“必学菜单”，结合中原区实际，
开展高质量宣讲。截至目前，共开展专家学
者讲党史活动100余场次，受众6100余人次。

身边模范讲党史，确保“接地气”。中原区
各街道立足实际，发掘身边优秀红色资源，由老
战士、老党员、模范典型等担任宣讲员，用百姓
语言把辉煌党史讲到百姓心中。林山寨街道举
办“小院里的党史故事”巡讲活动，莲湖街道开
展“致敬英雄 回望历史”抗美援朝老战士讲党

史活动，三官庙街道举办了“聆听入党故事，感
悟入党初心——邀请老党员讲党课”系列活动，
棉纺路街道结合实际发挥辖区老工业基地的独
特资源，开展讲“红色党史故事”系列活动。

面向学生讲党史，确保“有情怀”。中原
区各中小学将党史宣讲融入课堂教学，创新
方式方法，让党史知识“活”起来、“动”起来，
引导未成年人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截至目
前，全区教育系统邀请劳模、老兵等模范人物
讲党史 13场，邀请专家学者、学校党支部书
记、教师等累计讲党史 190余场，实地参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27处，共计 7万余名师生受
到思想洗礼，点燃了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的热情。

集中宣讲、全面覆盖 上好党史“必修课”

中原区委坚持把社会宣传和媒体宣传结合起
来，统筹运用各种载体，形成广泛覆盖的宣传强势。

党政机关作表率。全区各街道各单位迅速
行动，在各行政机关积极做好各项宣传工作，明确
宣传时间、宣传形式和工作要求，形成浓厚社会氛
围。作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中原区充分发动辖
区市直机关力量，依托其宣传资源，在辖区所有党
政机关中掀起学习党史、宣传党史的高潮。

各行各业齐发力。利用王府井百货、中原万
达广场、郑州市中心医院、河南五建集团、工人路农
贸市场、中国电信营业厅、各银行营业厅、郑州博物
馆、郑州科技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电子显示屏208
个、宣传版面516个，张贴宣传海报2万余张，滚动
播放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内容，统筹全区户外宣传。

媒体宣传全覆盖。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渠道，刊发稿件 1191篇，其中国家级 14
篇、省级484篇、市级693篇。

创新形式、丰富载体 用好学习“新课堂”

倾听民意、真抓实干

办好群众“心头事”

中原区“百名书记讲党史”活动建
设路街道宣讲现场

桐柏路街道举办“向党说说心里
话”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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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举办“百年党史我来讲 红色基因永相传”党史
专题宣讲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