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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民权县林七乡组织小学生用画笔描绘
“同心向党迎百年，百米画卷颂党恩”百米长卷，表达
对建党一百周年的祝贺和对祖国的热爱。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史孟然 通讯员
李 倩）为充分发挥党校在全县党史
教育活动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
用，高质量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各项
任务，虞城县委党校近日集中进行
了本年度第二次教研活动，4名青年
教师分别对本年度开发的 4个新专
题进行了讲授，校党委班子成员及全

体理论教员全程参与了听课评课。
在此次教研活动中，4名教师

分别以《走进古田会议》《忆峥嵘
岁月守初心使命》《百年大党与民
族复兴》《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
等新专题参加试讲。校班子成员和
全体教师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态仪表、课件制作、教学效果等

方面逐人逐项进行点评。
在评课中，领导和教员各抒己

见，发言踊跃积极，思想交流坦率
真诚，学术氛围浓厚。

试讲结束后，县委党校领导对
此次教研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就当
前做好党史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虞城县委党校

新专题试讲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三夏”来临，示
范区高铁东站地区管委
会组织党员干部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服
务‘三夏’当先锋”主
题活动。夏收时间短、
任务重，为此他们成立
了党员“三夏”帮工突
击队，组织好本地农业
机械，引导好外来农业
机械，做好服务和协调
工作，帮助农户做好小
麦抢收工作。

本报记者 王正阳
通讯员 刘 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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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干部真好啊！每逢农忙时节，他们都及
时帮我们收种，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6月 6
日，睢阳区临河店乡秦楼村村民秦崇领激动地说。

今年“三夏”工作开始之后，临河店乡党
委、政府一方面做好秸秆禁烧工作，一方面由乡
干部和村两委共同组成 23个麦收帮扶队，针对困
难家庭和贫困群众开展一对一帮扶，真正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确保小麦丰产丰收，促使了

“三夏”工作有序推进。
秦崇领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麦收

来临，因为家里无人干活秦崇领忧心如焚。但在
“三夏”大忙开始时，管区书记郑忠杰带领包村干
部刘辉、村委会一帮人来到了他家，不仅给他们
送来了米、油等慰问品，还帮助其收麦、拉麦、
打扫卫生。面对他们的帮助，秦崇领一家人感动
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据统计，截至目前，临河店乡麦收帮扶队已
为群众办实事500余件。

活跃在临河店乡的
麦收帮扶队

本报记者 丁新举 通讯员 耿志国 郭东伟

本报讯（梁 磊）连日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在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中，坚持中心工作与统战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
进。

一是强化责任。结合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工作实际，将
统战工作纳入局党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局党组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局党组一把手负总责，分
管副职具体抓，坚持中心工作与统战工作两不误、两促
进；二是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统战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组织开展统战工作
知识、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贯彻落实，每年局党组中心组学
习统战方面的知识、理论、政策不少于 3次，党组专题研
究统战工作不少于 4次，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
增强统战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三是坚持“我为群众办实
事”。深入开展非党人士、非党干部谈心、谈话、沟通、
交流活动，为非党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才和非党人士团结交
友活动，在全系统形成团结互助、和谐共建、比学赶帮的
工作热潮；四是强化统战日常工作管理。摸清统战工作基
本情况，建立完善信息台账，明确专人负责统战信息、宣
传、联络、报送，形成网络化管理工作格局，为统战工作
健康有序、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中心工作与统战工作深度融合

本报讯（杨兴然 秦 浩） 6月 8日上午，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中心在全市统一开展工伤保险条例宣
传活动。

本次活动由市工伤保险中心统一承办，各县 （市、
区）人社局，统一时间、统一联动。全市工伤保险队伍120
多人上街宣传工伤保险条例，悬挂宣传横幅 50多条，向过
往群众发放工伤保险条例手册及其他材料 1000多份，并向
群众详细讲读工伤保险业务知识，让公众更进一步了解参
加工伤保险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伤保险是人民群众的“救
命钱”、“保命钱”，为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努力做
到人人参加工伤保险、应保尽保，营造了良好的参保氛
围，提高了社会公众的参保积极性，也促进了工伤保险事
业的发展。

市人社局

开展工伤保险条例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彭 浩） 6月 4日，商丘市旅游行业协会
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

会长张洪新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向大会作 2020年度工作
报告，明确了今年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协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带领广大会员
攻坚克难，创新发展，创造了可喜的成绩。今年，协会要
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将旅游饭店、景区、导游服务、旅游
商品、旅行社、旅游客运等服务功能通过资源整合，成立

“旅游联盟”组织，为文旅企业和消费者搭建良好的平台，
提振文旅消费活力，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继续按照“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锐意进取、真抓
实干，为我市文化旅游高质量快速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大会补选了王元、王鹏、刘陆军、孙立东、张存领、
李刚、陈永威、杨子、周鑫、郭亚勇、章继胜为副会长，
并对2020年度先进会员单位和先进个人会员进行了表彰。

市旅游行业协会

召开一届三次会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为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培
育质量管理优秀单位争创各级政府质量奖、质量标杆，全
面推行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意
识，提高企业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养和建立
高层次质量管理人才队伍，助力推动商丘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第二期企业首席质量官培训
班，邀请河南知名质量管理专家围绕首席质量官制度进行授
课辅导。

培训班上，张保胜教授讲授“质量经济性分析”、“品
牌管理”，刘琴华教授讲授“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质量
战略管理、质量文化建设、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卓越
绩效管理模式”等课程，王济东教授讲授“国家质量发展
政策”、“ 质量法律制度” 等课程。

此次培训是继 4月份培训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的第二期企业首席质量官培训班，这对于进一步强化企业
质量意识，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培养和建立高层次质
量管理人才队伍，提升企业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培育我市各级政府质量奖、质量标杆具有极大的
推动作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举办企业首席质量官培训班

服务“三夏”

6月7日，收割机在睢阳区娄店镇张乔村麦田里作业。随着我市小麦进入收割高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积
极帮助农民开展抢收工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 15 时、16
时，分别拍卖以下标的：1.人行商丘分行公务用车改革

取消车辆 13辆（地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多功

能会议室）；2.未焊接和已焊接的桁架构件及桁架杆

件，共计270项（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有意者，请于2021年6月17日17时前将保证金（1
号标的 5000元/辆，并登录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络平台实名注册；2号标的 15万元）转账至指定账户，

不成交，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电话：15539056407
商丘市亿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拍卖公告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
2021年5月27日至2021年6月2日，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貌督查情况、环境卫生督查情况以及媒体曝光、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等，对三区及办事处进

行考核排名，现将结果予以通报。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考评对象

梁园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管委会

睢阳区政府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
监督指挥中
心（60分）

53.81

52.80

51.18

市容市貌
环卫督查
（35分）

33.25

33.53

33.37

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
等（5分）

5.00

5.00

5.00

合计

92.06

91.33

89.55

排
名

1

2

3

考评对象

示范区平安办事处

示范区平台办事处

睢阳区东方办事处

梁园区白云办事处

睢阳区古宋办事处

梁园区长征办事处

睢阳区古城办事处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
监督指挥中
心（60分）

59.81

60.00

59.63

60.00

60.00

58.60

59.00

市容市貌
环卫督查
（35分）

31.75

30.50

30.75

30.00

29.75

31.00

30.25

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等
（5分）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合计

96.56

95.50

95.38

95.00

94.75

94.60

94.25

排
名

1

2

3

4

5

6

7

睢阳区文化办事处

睢阳区新城办事处

示范区中州办事处

梁园区前进办事处

梁园区东风办事处

梁园区平原办事处

示范区民欣办事处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

梁园区八八办事处

梁园区解放办事处

梁园区建设办事处

56.95

57.77

60.00

59.41

57.05

58.50

57.65

55.93

54.39

57.37

52.45

32.25

31.25

29.00

29.25

31.25

29.50

28.00

29.50

30.75

26.75

27.75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94.20

94.02

94.00

93.66

93.30

93.00

90.65

90.43

90.14

89.12

85.20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本报讯（李 波） 近期，市审
计局为突出党史学习教育效果，制
订了周密的学教活动实施方案，在
全局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一是党员干部带头轮流讲党
史、上党课。从党组书记到党小组
长在讲授前都收集大量的党史资
料，内容丰富、翔实，图文并茂。

组织观看 《赵一曼》、《耳朵博士
——人民音乐家聂耳》等爱国主义
题材影视片。二是开展讲党史故事
活动。配合机关党委制订的“三会
一课”计划，5个党支部、10个党
小组在活动期间竞相开展讲党史小
故事活动，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三是号召党员干部职工在网站
等媒体上交流党史学习体会。利用

自媒体以诗歌、朗诵等形式展现爱
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怀，交流
学习体会、收获，总结党史学习经
验，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四是参观烈士
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到永城
市陈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缅怀革命
先烈，由此进一步激发全体干部职
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市审计局

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日前，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开
展“2021·兰舟行 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向师生宣传介绍安全常识，讲解急救措施。杨波涛 摄

奋斗奋斗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启航新征程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李 敏）“三夏”工作开展以来，睢阳
区冯桥镇早部署、快行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一是强化值守人员力量。全镇组织 200余名镇
村干部、100名老党员成立秸秆禁烧义务队入村开
展“三夏”生产工作，制定“蓝天卫视”监控 24
小时值班制度。二是强化禁烧物资配备。新增 100
台 4G网络对讲机便于应急指挥调度；配备 132台
旋耕机、500 台灭火器应急处理；配齐袖标、铁
锨、扫把等执勤装备。三是强化督导检查力度。由
镇纪委牵头，对麦收工作开展情况、人员在岗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严肃问责制度，严格落实奖惩机
制。四是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全镇组建 17支应急
服务小分队、10支农机维修服务队，及时应对麦收
期间紧急情况的发生。五是强化管区协同作战。全
镇9个管区齐抓共管，根据麦收进度，管区内麦收
机械、人员、禁烧装备等互相援助，形成“你争我
赶、互帮互助”的抢收氛围。六是秸秆禁烧工作宣
传到位。执勤点变服务点、宣传点，全镇悬挂横幅
350余条，宣传标语 1万余张，发放防火知识明白
卡 2000余份，配备宣传车 30辆，利用覆盖全镇 89
个自然村的无线广播全天候循环播放禁烧宣传内
容。目前，全镇46500亩小麦收割率96%以上。

冯桥镇

强化措施服务“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