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 于 佳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 县域新闻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3

本报讯（记者 张 严 通讯员 于高飞）在端午节即将
来临之际，6月18日，梁园区审计局帮扶队走进刘口镇大
王庙村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情满端午佳节”活动。

当日，该局帮扶队走访看望了大王庙村的空巢老人、
贫困户和留守儿童，为他们送去了粽子、牛奶、文具等慰
问品，让他们提前感受到节日的氛围，也进一步拉近了帮
扶队与群众间的距离。

每到一户，帮扶队队员都和群众进行了亲切交谈，了
解他们的最新生活动态和生活困难，为他们改善生活提供
思路和建议，并鼓励他们增强信心，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
尽快摆脱贫困的阴影，收获脱贫致富的胜利果实。

梁园区审计局

关爱空巢老人 情满端午佳节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日前，由永城市文
明办、教体局、团市委、妇联、关工委联合主办的 2020年度
永城市“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将通过广泛动员、推荐评选、学习宣传、教育实践等环节，评
选表彰20名左右永城市“新时代好少年”，向社会发布其先进
事迹，并择优推荐参加商丘市“新时代好少年”评选。

永城市

启动“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许恭谨）近期，示范区平
台街道办事处针对上级巡视巡查发现“三会一课”、“四议两
公开”工作中存在的薄弱问题，街道党工委、纪工委高度重
视，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村、社区“两委”成员，开展了党
的理论知识系统化、规范化业务知识培训。

培训从基层党建规范化入手，对完善“三会一课”、“四
议两公开”、“三·五”工作日、党员教育管理、发展党员流
程等工作入手，系统地讲述了基层党建的各个要点，并就实
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本次集
中培训，进一步明确了党建工作思路，充实了基层党建工作
的理论知识，为巡查需要整改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提供了行之
有效的思路，达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示范区平台街道办事处

加强党务培训 提升党建水平

公厕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是
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

2015 年，永城市在全省率先启动
“公厕革命”，截至目前，城区新建和改造
公厕共投入使用115座，全部坚持“外部
景观化、内部宾馆化、使用人性化、管理
服务化”的理念，注重内外兼修，着力打
造具有永城特色的亮点工程、精品工程和
样板工程。

环境：干净温馨 体现人性化

地砖、便器、洗手盆干净光洁，母
婴室内环境温馨，残疾人坐便器、扶手
设置人性化，整个公厕内空气清新，这
是永城市城区公厕留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位于经开区的桂花公厕，更是公厕
中的“佼佼者”。

6月15日，记者走进桂花公厕，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亮堂的“客厅”，桌椅板
凳，还有电视机，市民可以在这里休息；
洗手台上装有感应式水龙头和自动烘干
机，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香气；男女厕、
第三卫生间、管理室等一应俱全。该公厕
管理员李廷夫正在擦着洗手台，“这个公
厕刚建立我就在这儿做管理员，这里环境
这么好，每天工作都很愉悦，最重要的是
现在公厕的冲洗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保
洁起来也轻松了。”李廷夫笑着说。

公厕不仅要从功能性、实用性方面满
足群众需求，而且要体现人文关怀。永城
市新建公厕在达到无异味、无尿碱存便，
无蚊虫、无水渍，免费手纸、洗手液、护
手霜、烘手机和音乐等齐全的基础上，更
加突出人性化服务，不断满足不同人群的
如厕需求，设置了残疾人专用的无障碍通
道和第三卫生间，大大体现了人文关怀和
人性化服务。

管理：品质服务 温暖市民心

公厕的环境卫生，离不开精细化的日
常管理。永城市城区公厕管理，已实行

“一人一厕”专人管理，在专业化、精细
化管理上打出“组合拳”，制定了厕所

“六个一”日常管理目标，即建立一个有
力的管理机构，健全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设置一套规范的标识、标
牌，明确一名专职管理人员，规范一套明
晰的管理档案，培训一批示范岗位，有力
推动了“厕所革命”由量向质的转变。同
时，四名专业维修人员划分区域，责任到
人，明确了“小修不过夜、大修不隔天”
的维修理念，更好地为公厕正常使用服务。

公厕保洁员24小时以厕为家，住厕管
厕，护厕如家，昼夜为公众服务，严格执行
清扫保洁、设施管理和维护的各项制度，使
公厕始终保持干净整洁，让群众如厕如
家。李运清是沱南生态广场木棉花公厕的
保洁员，他告诉记者，每一块抹布都有自己
的用处，决不能混用，大便器堵漏阀每天都
要抠出来用清水清洗，坐便器后方、门框等
卫生死角也不能放过，每天拖地几十遍，晚
上地面还要冲洗消毒，空气清新剂要时刻
拿在手里，一旦有异味就要喷洒。

如厕虽小事，关系大民生。为了营造
一个让市民舒心、干净整洁的如厕环境，
永城市加大日常检查力度，市园林绿化环境
卫生中心基础设施管理所人员深入各个公
厕，查找问题，及时整改，加强对厕管员的
管理教育，确保公厕卫生质量达标。

民生：品质更高 如厕更方便

每天清晨，家住水木清华园小区的温
秀秀与爱人都要到汪楼沟风景带晨跑。

“人总有三急，有时候难免要去上个厕

所。”作为汪楼沟风景带的常客，她熟知
这里的点滴变化。她告诉记者，以前公厕
没有建好，尴尬的事出了不少。随着公厕
的完工和增多，市民如厕越来越方便，而
且这里的公厕环境让人心情舒畅。

公厕内，免费手纸、刷脸取纸、微信
扫码取纸，让市民彻底摆脱了上厕所忘带
手纸的尴尬。在公厕内洗手台上，刷子、
洗手液、营养霜、护手霜，这些家居用品
也是一应俱全。公厕干净温馨的环境、管
理员优质贴心的服务也给市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些变化让我感觉到，党和政
府把公厕建设当成了民生工程在做。其
实，公厕也是城市的名片，方便了市民的
同时，也彰显了城市的文明形象，我为这
项惠民实事点赞。”市民赵中生说。

为确保公厕便民利民，永城市结合建设
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的要求，在互联网＋公
厕方面下功夫，开通了微信“公厕地图”
服务，并且对城区公厕实施统一汇总编
号、统一管理，对所有公厕用花卉统一命
名，游客和市民通过扫描二维码或关注

“永城公共卫生间”微信公众号，用GPS
指引路线即可第一时间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公

厕，少走冤枉路，快速如厕。

未来：目标已定 甘做服务员

随着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实现，市民的综合素质也在
不断提高，城市公厕是城市文明的一扇窗
户，维护守护好这扇文明之窗是公厕管理
人的责任和义务。

“2020年，永城市公厕管理将从管理型
向服务型转变，通过开展‘我为谁服务、为
什么服务、怎么服务’和评选‘最美公厕’
活动，激励大家做好城市服务员，让拾金不
昧，协助老弱病残如厕、文明保洁，微笑服
务成为公厕管理人的基本要求和素质。”市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中心基础设施管理所副所
长陈纪华表示。目前，每个公厕都已经配备
了“意见本”，标明了举报投诉电话，市民
可以把好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留言。

目前，永城城区公厕从数量增加到质
量提升，广场游园 200米到 300米，大街
小巷 300米到 500米，群众步行几分钟即
可轻松如厕，“小厕所”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让市民方便时更“方便”。

永城115座公厕完成升级改造

打造“智能公厕”让市民更方便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丹

君子兰公厕管理员在进行日常保洁。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同志，现在是红灯，请您将电动
车退回安全等待区，遵守交通秩序。”为进一步深化文明交通
行动，增强市民文明交通意识，6月18日，柘城县总工会志愿
者服务队来到红绿灯交通岗、学校路口，开展以“关爱生命、
文明交通”为主题的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这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600余份，劝导驾乘人员 30余
次。志愿者们恪守职责，坚守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用实际行动带动
更多的群众自觉参与到“关爱生命、文明交通”行动中来，让
文明出行、绿色交通蔚然成风，让文明交通安全意识更加深入
人心。

柘城县总工会

开展“关爱生命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6月22日，由市人口普查办公室
主办，梁园区人民政府、梁园区白云办
事处承办的商丘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综合试点”启动仪式在白云绿地广场
举行，启动仪式上，人口普查员现场宣
誓，不辱使命，认真落实人口普查法规
条例，圆满完成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工作。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6月22日，睢县城郊乡保庙村云
腾脱贫产业园内，又一批农副产品将被
装箱发往北京。保庙村云腾脱贫产业园
集种植、养殖、加工、旅游为一体，现
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龙头企
业。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6月21日，工人在纺织车间忙碌
着。夏邑县五洋纺织有限公司总投资
5.2亿元，装机总量32万锭，拥有国内
领先的涤纶纺纱设备，产品占据国内高
端纺织市场，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8 亿
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6月22日，睢县卫健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在
为敬老院老人包粽子。端午节前夕，该县开展了爱老敬
老、义诊、义务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成为该县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崔俊英）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营造和谐社区
的氛围，6月19日，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举办“粽香端
午情，党群情更浓”青云社区“区域党委”联席会庆端午
主题活动。

前进街道办事处青云社区精心策划的“粽香端午
情，党群情更浓——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是
密切联系辖区党员干部群众的情感纽带。在当日举办的
青云社区区域党委党建联席会上，大家积极献计献策，
共同讨论确定党员志愿者进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问题，
为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着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更好便
民利民提供组织保证。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带着飘散着浓浓米香的粽子到
辖区残疾人、困难群众及老党员家里，提前送去节日的祝
福。前进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活动的开展不
仅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节日，让大家感受到了社区
大家庭的温暖和端午节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增强了社
区党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营造了社区一家亲的浓厚氛
围。

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

粽香端午情 党群情更浓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于 爽）今年以来，睢阳区
李口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紧
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聚焦“五篇文章”、强化“十项措
施”，持续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活
动，着力把党员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进一步推动主题
教育在基层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带“活”主题党日。李口镇把主题党日活动作为“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制度，推行“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模式，优化组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信访稳定、招商
引资等各类“主题党日”活动套餐，使主题党日真正成为政治
学习的阵地、思想交流的平台、党性锻炼的熔炉，更好地增强
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

带“热”主题氛围。该镇深入推进“主题党日活动+”模
式，做好“融合文章”。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教育，筑牢党员
干部思想防线；主题党日活动+互联网学习，创新理论学习载
体；主题党日活动+中心工作，推动工作落实落细，切实让主
题党日活动淬炼党性本色，保证规范开展、取得实效。

带“强”支部功能。按照统一主题党日活动时间（每月
25日），该镇推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全面规范、全面提升、全
面过硬，把主题党日同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
俗等结合起来，从警示教育中吸取教训，从榜样典型中学先进
经验，使主题党日活动的“政味”“廉味”“德味”更加浓厚，
党员队伍的党性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带“实”党员作风。该镇及时把行之有效的做法提炼为制
度规范，全面促进主题党日活动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探
索开展党员承诺践诺、评星定级、积分管理等做法，建立党员
考核评价机制，为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提供坚实保障。同时，专
题研究、分类指导，强化督查、定期考评，推动常态长效、不
断深入。

带“火”志愿服务。充分发挥主题党日活动载体性作用，
同步推动志愿服务行动，积极参与全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两城”联创、脱贫攻坚等行动，初心践承诺，服务暖民心，
用主题党日志愿服务弘扬党员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睢阳区李口镇

“五带动”助力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