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兰屯讯 村“两委”换届工作启动以来，马兰屯镇党委始终
把换届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严把“四关”，实行“四全”举措，抓
好组织领导、换届程序、研判审查、宣传培训等各个环节，牢牢抓
住换届主动权，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组织力、选好村级带头人奠定
坚实基础。

成立马兰屯镇“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建立分包管区
工作机制，由换届领导小组牵头协调，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工作责
任。分层级开展换届业务培训和换届选举模拟演练，邀请组织部、
民政局同志为马兰屯镇换届工作人员培训换届规程，提升业务水
平。建立集中学习制度，组织换届办全体人员集中学习《指导手
册》和《选举规程》，全面把握换届新政策新要求。换届期间，每晚
召集科级干部、管区碰头会，分析研究当天出现的问题及明日工
作打算，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集思广益，拟定对策，确保平稳推
进。

选能人、选强人、选准人是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前提和保证。马
兰屯镇及早部署，组织科级干部、管区人员逐村开展调研摸底工
作，摸清村情村况，广纳贤士，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严把政治素质，
严格资格审查，对“两委”成员候选人初步人员，落实区级联审，对
照“不得不宜”情形，严防“带病参选”情况发生，坚决将不符合资
格条件的人挡在“两委”班子门外。在多次全面摸排调研、研判基
础上，通过对关键指标进行梳理分析、重点环节进行把控，做到候
选人精准识别。

马兰屯镇党委统一制定工作标准，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任
务，对选举工作实行严指导、严督查。换届办制定“两委”换届选举
任务表与流程图，明确工作重点和时间节点，实时掌握工作进度，
梳理出重点环节操作规程及工作要点。科级干部、管区人员全程
监督和指导村“两委”换届工作的每个步骤，按照区换届办指引，
细化制定各村（社区）换届选举职数设置、日程编排、公告时间安
排、选举会场布置等，确保每个阶段工作按部就班，不偏不倚。做
好影像资料与档案材料留存，做到有据可查。

村“两委”换届选举必须依法依规，充分发扬民主，让每一个
选民都能按时参加选举，投出神圣一票。马兰屯镇在换届选举工
作中充分利用宣传标语、专栏版面、会议培训、村大喇叭等形式不
断对换届选举的意义、政策法规、选举流程等进行广泛宣传，千方
百计营造舆论氛围，提高群众知晓率，引导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截
至目前为止，马兰屯镇共推送微信文章 11 篇，派出宣传车 60 次，

悬挂宣传横幅 800 条，张贴海报 700 张，派发《致村
民群众的一封信》约 4000 份。

（通讯员 李昱霖）

马兰屯镇

扎实做好“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运河街道讯 全力做好

国家卫生城复审工作，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卫生城市创建成
果，运河街道严格按照区委、
区政府工作部署要求，主动抬
高工作标杆，加大工作力度，
将迎接国家卫生城复审工作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重要载体，对照复审标
准，通过“五个强化”，做到“五
个确保”，全力以赴、真抓实
干，全方位做好国家卫生城复
审各项迎检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为充分做好本次复审迎

检工作，运河街道先后召开了
复审推进会、调度推进会，对
迎检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要求全街道上下进一步提
高认识，下发了工作方案，明
确责任分工，夯实工作责任，
把复审迎检任务分解细化到
各社区、各网格、各部门，实行
包居领导帮包负责制，真正做
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工作
到位、全面过关，重点对市容
环境整治、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与管理、病媒生物综合防治、
卫生健康管理等领域抓全抓
实抓细，确保不留死角、不留
盲区、不留遗漏，推动复审工
作深入扎实开展。

截至目前，依托网格化社
会治理，将辖区划分为 11 个
大网格、50 个小网格迎检区
域，定人定位定岗，已出动

500 余人次、机械车辆 100 余
辆次，全面提升街道环境卫
生。

确保强化协同配合
确保上下统一联动
在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与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运河
街道将本次国家卫生城复审
工作与“学党史、转作风、抓落
实”紧密结合，坚定为民服务
理念，强化协同配合作战。按
照区委、区政府部署安排，主
动对接帮包区级领导和区直
部门，加强沟通，做到步调统
一“区、街、社区、网格”四级联
动，促进区直力量下沉到创卫
复审一线，共同做好国家卫生
城市成果巩固工作。

目前，运河街道 11 处大
网格在区领导的部署下，全部
召开了复审推进会议，各区直
部门对包帮网格出动 100 余
人次做好复审卫生环境督导、
提升工作。

强化宣传动员
确保全民积极参与
运河街道在主要路段、各

单位及社区门口、人口密集处
等重要节点处广泛宣传，通过
微信公众号、LED 显示屏、悬
挂横幅、制作宣传展板、发放
倡议书，提高群众的参与意
识，提高广大居民文明生活、
出行和经营行为，营造全民参
与、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
围。

截至目前，

已设立广告牌及提示牌 200
余幅，及时更新健康教育宣传
栏 100 余块，发放文明倡议书
1000 余份。并且加强志愿服
务活动，开展文明劝导活动把
志愿服务常态化管理作为文
明城市巩固的重要抓手，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出动
志愿者 200 余人次，组建了志
愿者队伍，在古城东门设立了
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岗，带动群
众自觉形成崇德向善、友爱互
助的社会风尚。

强化重点整治
确保卫生环境改善提升

依托卫生城复审工作，加
强对城区、农贸市场、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部位的管理，由街
道党工委统筹调度，进行拉网
式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环境卫
生整治力度对小广告、杂物乱
堆乱放及卫生死角进行及时
清理，喷涂、清理小广告 3000
余处，清理绿化带杂物、修剪
苗木 10000 余平方，清理杂物
垃圾 100 余吨，粉刷、清洗厕
所 20 余个，投放灭鼠毒饵
3000 余处，切实改善了居民
生活环境。

同时，以运河街道执法分
局为依托，对农贸市场“乱
摆”、车辆“乱停放”、占道经营
等行为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切
实做到座商归店、街面整洁、
秩序有序，现已清理违规活禽

宰杀点 30 余处，店外店经营
10 余处，乱搭乱建 50 余处。

强化督导检查
确保整改成效显著
针对本次创城迎检，强化

督导检查力度，运河街道成立
由纪工委、党政办、城建办、清
管所组成的专项督导小组，及
时对接区督导检查指导问题，
对迎审工作进展及落实情况
进行每天不定时督查，坚持问
题导向、效果导向，严格对标
对表，找准弱项、漏点死角，切
实把存在问题解决好，对工作
中涌现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
表扬，对措施不力、行动迟缓、
效果不佳的社区或网格进行
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真
正把复审迎检工作抓紧、抓
实、抓好。

下一步，运河街道将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做好国
家卫生城复审迎检为契机，全
力转化为“学党史、办实事、解
民忧、惠民生”的实效，在区
委、区政府统一部署下，运河
街道上下协同作战、合力攻
坚，扎实做好复审迎检工作，
创建美丽绿色新街道，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通讯员 李九龙冤

运河街道

“五强化 五确保”全力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邳庄讯 为认真贯彻落
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纵
深发展，进一步提升广大村
民综合素质和知识技能，5 月
18 日，邳庄镇各村组织开展
了 2021 年度第一期党史学
习教育暨“新农村新生活”培
训。

本次培训共邀请到区农
业农村局、区检察院、区卫健
局、区教育和体育局等 11 个
区直部门 24 名授课老师，分

6 个批次到邳庄镇围绕党史
学习教育、扬家风亲子教育、
科学技术、疫情防控及健康
保健、金融知识普及等 8 个
方面开展专题培训。

本次党史学习教育暨
“新农村新生活”培训根据广
大村民需求开设课程，适应
农民生产生活需求，旨在不
断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丰富党员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激发干事创业的奋进
力量，缩小城乡差距，创造富

裕生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下一步，邳庄镇将继续

创新方式、加大力度，按时组
织开展好 2021 年度第 2-6
期党史学习教育暨“新农村
新生活”培训，组织引导广大
农村党员群众学党史、强本
领、提素质、促发展，大力推
进乡村文明行动，展现新时
代农村全新面貌。

（通讯员 侯成玺）

邳庄镇启动 2021 年度党史学习教育暨“新农村新生活”培训
泥沟讯 “今天早上 6：

30，镇卫生院到咱村给 65 岁
及以上的老人进行健康查
体，不要喝水吃饭，都早点
来！”5 月 19 日，天刚亮，泥沟
镇姜庄村大喇叭就开始了广
播。

泥沟镇卫生院的义诊团
队一到现场便受到了村民的
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排队等
候检查。查体站在姜庄村村
部设置 8 处查体点，共进行
心电图、血常规、血压、B 超

等 10 项检查。26 名卫生院志
愿者共为全村 102 名老人进
行了健康查体，并耐心为村
民解答关于医疗、保健方面
的各种问题。志愿者为村民
发放相关了宣传资料，耐心
细致的回答村民的健康咨
询，最后还为村民建立了健
康档案。

本次爱心义诊作为泥沟
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一个缩影，既方便
了广大村民，又及时掌握了

村民健康信息，便于开展家
庭医生上门服务，深受广大
村民欢迎。下一步，泥沟镇党
委将继续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抓手，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身边
事，集中力量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体
现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通讯员 刘宇昊 张伟）

学习党史践于行 义诊服务送健康

涧头集讯 为进一步提
高涧头集镇干部的履职能
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向
深入，让新一届村“两委”干
部迅速适应新岗位、进入新
角色、开创工作新局面，5 月
19 日，涧头集镇召开新一届
村“两委”见面暨“学党史提
能力开新局”培训会议。

涧头集镇科级干部、各
管区负责同志、新一届村“两
委”成员通过远程高清视频
会议系统进行“云”见面。

会议强调，村干部承载
着涧头集镇未来五年乡村振
兴的重任，使命在肩、责任重
大，要第一时间进入工作状

态，强化政治引领，增强学习
意识，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各
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在百年党史中感悟真理，汲
取营养，凝聚力量，提高自身
履职尽责、引领群众和服务
群众的能力，确保各项工作
有衔接、服务群众不断档；要
重点聚焦急难愁盼、着眼短
板弱项，立足需求清单，选定

“开门一件事”，实施精准攻
坚，确保事事有结果、件件有
落实；要坚持依法办事，严于
律己，克己奉公，用党章、党
规、党纪规范自己，以实干担
当展示新班子的新气象、新
作为，为“富裕生态幸福新涧

头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后，新一届村“两委”

干部纷纷表示，在本次培训
中收获很大，会更加珍惜自
己的岗位，找准定位，加快进
入工作状态，履职尽责，不辜
负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下一步，涧头集镇将继
续深化“学党史提能力开新
局”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推
动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党史
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提高政
治能力上，体现在为群众办
实事上，以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高质量的工作成果迎接建
党 100 周年！

（通讯员 郑显刚）

召开新一届村“两委”见面暨“学党史提能力开新局”培训会议
张山子讯 一间活动室

内，每天都会有一群身影伏
在案前，拿着一把小小的刻
刀，在一方刻纸上全神贯注、
小心翼翼，用一双双巧手刻
下属于她们的一幅幅作品。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张山子镇上的一群
姐妹们自发聚集在这间活动
室内，利用中午午休时间紧
张有序地创作刻纸作品，积
极筹备“一方刻纸颂党恩 百
年华诞忆初心”主题刻纸活
动，为建党百年献礼。

刻纸是剪纸的一种，作
为中国传统工艺品之一，讲
究虚实对比，线条规整流畅，

彩色对比强烈明快，对技术
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

她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刻
纸，也没有任何功底，但这丝
毫不能阻止她们向党献礼的
决心。她们从零基础练起，多
次探讨、反复雕琢，哪怕颈椎
疼了、眼睛涩了、手指红了，
也没有一个中途放弃。她们
说，这不是普通的刻纸，这是
一份礼物，是一种心思，更是
一种情感。

她们选取的刻纸作品主
要包括革命历史事件、革命
英雄人物、向党的生日献礼
等几大主题，蕴含着深刻的
教育意义。在一幅幅鲜红生

动的刻纸作品中，最简单的
一幅至少需要 3—5 个午休
日的时间，最难的几幅甚至
需要花上十几个午休日的时
间，这一方刻纸里浓缩的爱
党之情不言而喻。

在这场自发的刻纸活动
里，她们刻出的作品也许是
有瑕疵的、不完美的，但这小
小的一把刻刀与一方小小的
刻纸里却一定承载了她们浓
浓的爱党之心。她们用刻刀
刻下了对党的忠诚，刻下了
对英雄的礼赞，刻下了对人
民的赤诚，更刻下了对未来
的期许。

（通讯员 赵妍）

一方刻纸里的“爱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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