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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之水，汇聚成河。在第29届

“世界水日”和第34届“中国水周”期

间，省地方铁路公安局紧紧围绕“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

全利用”活动主题，组织民警深入铁路

内部单位、辖区车站广泛宣传，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和全体民警节约用水意识，

共同助力节约型社会建设。

省地方铁路公安局在公示公告栏、

民警餐厅、洗浴室等公共场所张贴宣传

标语，利用电子宣传屏循环播放宣传海

报，通过微信工作群传播节约用水知识，

积极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民警还深入

铁路内部单位、辖区火车站设置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向职工群众和过往旅

客现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十六字”治水思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部署的重点水利工作以及《长江保护

法》等相关内容，积极解答群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广泛普及节约用水新理念、新名

词、新知识，倡导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

动节约每一滴水。

（省地方铁路公安局文明办文/图）

为进一步增强校园师生消防安全

意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郑

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于3月29日上午，

联合郑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在第三学

生公寓开展了消防灭火救援演练。

演练开始前，郑东新区消防救援

大队的消防官兵向学校的校卫队员们

讲解了日常消防安全知识、消防器材

的正确使用方法，还精心准备了消防

灭火技能演示。随后，以第三学生公

寓某宿舍为假设起火点，接到学生求救

信号后，校卫队员和消防救援队员迅速
携带装备赶往起火点将火扑灭，并成功

将被困学生救出。 （张天祥文/图）

为热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大力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营造健康向上

的舆论氛围，郑州市金水区祭城街道办事

处正光街社区党支部举办“同心共筑中国

梦，坚定信念跟党走”主题征文活动，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广泛宣传动员党员干部积

极参加，以文字热情展望建党100周年

来的时代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

3月23日上午9时许，正光街社区

举行颁奖仪式，对此次主题征文比赛获

奖人员进行表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秦

磊、李凯钊、吴玉杰、朱茜分获二、三等

奖，省直文明办主任王勇生、省委宣传

部城市创建处二级调研员赵鲁鹤、祭城

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景洪晓向获奖个人

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全体干部职工

通过参加“同心共筑中国梦，坚定信念

跟党走”征文比赛，深入学习实践“学党

史、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主题教育，

重温了党的辉煌发展历程和党的性质、

宗旨、纲要，进一步了解党、热爱党，永

远跟

党走。党

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扬起理想

信念之帆、划好奋斗实干之桨，个个履

责、人人担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征程中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华章，共

同绘就现代化河南的壮美画卷。

( 谢敏文/图 )

3月31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

2021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总结

2020年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全国文

明单位届满重创工作经验做法，安排

2021年重点任务，动员全体干部职工

以再次获得全国文明单位荣誉为新起

点，务实高效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提质增效，为加快建

设文化旅游强省凝心聚力。

在2020年重创全国文明单位“大

考”中，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疫情防

控、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强省建设一

体推进、互促融合，务实高效完成了各

项创建任务，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

全国文明单位复查验收，继续保持了

全国文明单位这一崇高荣誉。

该厅党组书记宋丽萍强调，要充

分认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挑战，提升站位、拉高标杆，以精神文

明建设高质量推动党的建设和文旅融

合发展高质量。一要认真总结、大力

宣传弘扬文明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上下

齐心的团队精神、攻坚克难的拼搏精

神、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严谨细致的

工匠精神，为创建模范机关、加快文旅

强省建设凝心聚力。二要紧紧围绕

省文明委员会确定的6项工作职责和

5项年度重点任务，打造文旅特色品

牌，谋划抓实重点任务，充分彰显文化

“重要内容、重要支点、重要因素、重要

力量源泉”的积极作用，为文明河南建

设赋能添彩。三要坚持党建带创建、创

建促党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该厅副厅长曲径宣读了相关通

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省文化和旅游厅文明办）

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3月26日，省统计局第三党建联

系组组织财务处、执法处、工业处、服务

中心30余名党员干部走进郑州圆方集

团非公党建学院参观学习。

在圆方集团非公党建学院大课堂

上，每名党员戴上“我是共产党员”的

党牌，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家从初

心厅开始，依次参观了圆方创业纪念

馆、党建纪念馆、非公党建学院、抗疫

情战新冠展教馆、红色文化馆等展馆，

目睹了圆方集团党建工作的规范性和

先进性，更加深刻领会了习总书记所说

的“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的深

刻意义。党员干部还实地考察了郑州

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了解了该企业的产

品和经营情况。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大家进

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学习、生活中要以昂扬的士气、

进取的心态和创先争优的精神践行入

党誓词，以实际行动恪守对党的承诺，

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省统计局机关党委文/图）

3月28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

织党员干部到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

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

动，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记忆。

在纪念馆广场，怀着崇敬的心

情，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举起

右臂，重温入党誓词。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全体党员

重温了“国恨·山河破碎”“国魂·砥
柱中流”“国歌·血洒豫西”“国祭·名
垂青史”四个篇章的抗战征程。大

家深切缅怀为抗击日寇英勇牺牲的

革命先烈，正是他们不畏牺牲誓死

保卫每一寸国土，才换来我们今天

的和平、幸福生活。

通过本次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

日活动，全体党员再次接受了党性教

育。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

生活中，一定以实际行动恪守对党

的承诺，为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

管能力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邹成银刘影）

3月24日，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

厅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暨工

作推进会。该厅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直属单位（学校）及驻郑45所高校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传广

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要学习好“必修课”，运用好“教科

书”，补充好“营养剂”，以扎扎实实的学

习教育成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议邀请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机关党委书记张守四作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以《跟着总书记学党史》为题，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

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和革命

精神，如何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等方面进行了高水

平的讲解。 （省教育厅机关党委）

3月25日，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举办2021年春季开学第一堂党课，

邀请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李银涛

副教授作专题讲座。

李银涛副教授作了《人间正道——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与宝

贵经验》专题讲座。他围绕“学习党

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

验”等四个方面，用鲜活的史料、珍贵

的历史图片、翔实的数据、重要的论

述、凝练的语言，阐述了学习党史、国

史的重大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他指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庆祝建党百年的重

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

史交汇关键节点的时代需求，将进一

步坚定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决

心和信仰，并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

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建

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希望广大青

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

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

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

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

章。

该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吴平

才指出，专题讲座政治站位高、视角

新，有战略高度、有思想深度、有理论

厚度，不仅是一堂鲜活的党史教育课

和思想政治教育课，也是该校党史学

习教育的第一堂党史学习专题课，要

求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省委和学校

党委有关部署，高质量、高标准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在全

体 师 生 中 掀 起 学 习 党 史 热 潮 。

（医专宣）

3月26日，河南省水投水土资源公

司在郑州市金潮国际大厦17楼会议室

组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片《征程》，了解中国共产党在

河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历史人物、重

要历史事件、经典历史符号，利用大量

生动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开天

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

地”四个阶段，讲述了我省在中国共产

党跋涉奋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重大决策、开展的重大活动、作出的重

大贡献，对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

百年光辉历程，更直观地了解党在河

南砥砺奋进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该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陈娟

指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

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将党史学习教育

与各项重点工作同部署、同督促、同落

实，办实事、解难题，用年度经营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

陈娟书记要求，一要提高思想认

识，领悟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二

要突出工作重点，确保党史学习教育

取得实效；三要强化政治担当，做到党

史学习教育和日常工作相互促进。

（河南水投水土资源公司党总支）

3月29日下午，省体育局举行党

史学习教育读书班开班仪式，明确读

书班相关安排和要求，围绕“小小红

船”到“巍巍巨轮”的血脉基因主题，

开展百年党史专题宣讲。

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坚持个人

自学、集中辅导、交流研讨等相结合，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全面了解党的历史，全

面、系统、深刻领悟党的奋斗历程和

伟大成就、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局属

各单位要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以上率下、

示范带动作用，把读书班办好，把学

习的热潮传导下去。

会议还邀请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院

长孔国庆作专题宣讲。(韦军伟王继文)

3月31日上午，省交通运输厅赴

开封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实践活动，为该厅“传

承红色记忆 坚守初心使命”系列活

动拉开序幕。

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全体党员

干部敬献了花篮并集体三鞠躬，随后

走进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依次参观

学习了六个不同时期104位著名烈士

的光荣事迹。全体党员干部在展馆大

厅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以掷地有

声的铮铮誓言表达继承先烈遗志，为

党和人民奋斗终身的决心。

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省交通

运输厅充分利用省内红色资源，在全厅

范围内开展“传承红色记忆 坚守初心

使命”活动。“传承红色记忆”系列活动

在处级以上党组织中结合清明节、“五

四”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坚守初心使命”主题实践活动是各

基层党支部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通

过多种形式组织普通党员感悟初心使

命。两种形式互相结合、互为补充，既

以上率下，又上下结合，进一步提升党

史学习效果，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全覆

盖。 （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

3月31日上午，省司法厅在郑

州烈士陵园组织开展清明节祭扫

活动，追寻英雄足迹，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进一步增强党史学

习教育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

烈士陵园内青松挺立，庄严肃

穆。9时30分，省司法厅干部职工代

表身着正装举行了简短的祭扫仪式，

认真听取了无数革命先辈在战争年

代忘我牺牲、无私奉献的英勇事迹。

通过此次活动，大家内心深处

受到震撼，思想上得到洗礼，更加深

刻铭记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付

出的巨大牺牲、展现的巨大勇气、彰

显的巨大力量。今后，大家要继承发

扬革命先辈的遗志，大力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锤炼坚毅笃行的理想、坚定

正确的方向和绝对忠诚的品格，积极

投身司法行政事业，以实际行动庆祝

建党100周年。

（任苗慧）

同心共筑中国梦 坚定信念跟党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社区征文比赛获奖

获奖人员合影

省体育局
党史学习读书班开班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上好开学第一堂党课

省司法厅

组织参观中原英烈纪念馆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赴豫西纪念馆缅怀抗日英烈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利用红色资源
开展党史学习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

推进党史学习 建设教育强省

河南水投水土资源公司

用工作完成实效检验党史学习成效

省地方铁路公安局

普及节约用水新理念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开展消防救援演练

省统计局组织党员干部

参观圆方集团非公党建学院

省文化和旅游厅

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