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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襄城县人民医院开具给王江
豪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业
务 流 水 号 ：201908080350036，住 院
号 ：20558381，金 额 ：5223.22 元 ，住
院时间：2019 年 7 月 29 日至 2019 年
8月 8日）丢失，特此声明。

●许昌宏德置业有限公司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000MA472TNA9B）丢 失 ，声
明作废。

声 明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批准，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业务范围：由紫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授权决定。现予以公告：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37411000 许可证流水号：0254323

批准成立日期：2013 年 1月 31日 发证日期：2020 年 11月 23日

住所：许昌市东大街道办事处春秋广场东侧天伦大厦 3楼

邮政编码：461000 联系电话：0374-212939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以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公告

“俺小区的‘红色小屋’充分发
挥 了 网 格 服 务 驿 站 功 能 。 自 从 有 了

‘红色小屋’，小区的车位问题解决
了，卫生环境也好多了……” 12 月
15 日，在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南街
社区金德苑小区，居民曹军恒非常高
兴地告诉记者。

在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各个社
区及居民小区，记者发现，“功能型党
支部+红色物业+业主委员会”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依托这
一工作模式，该街道办事处在网格化
管理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探索了以党
建为引领的为民服务新模式，真正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居民曹军恒所说的“红色小屋”就
是该街道办事处各小区连接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的场所。“红色小屋”涵盖
网格服务驿站、功能性党支部、红色物

业等功能，面积 20—150 平方米不等，
设置有文体活动室、阅读角等，所提供
的服务包括便民代办服务、爱心义诊
等。

以前，金德苑小区曾因环境脏乱、
停车难等问题，引发居民矛盾。自建
设网格服务驿站后，在小区功能党支
部的领导下，小区安排了物业管理员
和保洁员，规划了停车位，还安装了门
禁系统，居民非常满意。

在南街社区网格服务驿站里，一
名姓刘的居民正带着孙女在驿站阅读
角看书，她对记者说：“自从社区有了

‘红色小屋’后，居民很多事不用出小
区都能很快办好。现在连孩子看书都
有了去处，真是太好了！”

据南街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今年以来，
南街社区根据“双网三治”工作要求，

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以居民小组为
单位，共划分 11 个网格，把 97 个老旧
小区全部覆盖在内。通过排查登记，
97 个老旧小区共有直管党员 222 名、
协管党员 709 名。该社区将老旧小区
党员登记后组建成 13 个功能性党支
部，各个网格长均由党员担任，实现了
组织全覆盖、联系居民商户全覆盖，构
建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的工
作体系。

颍川街道办事处辖区共有 500 多
名在职党员、协管党员、离退休党员
等，他们都积极到社区和相应网格报
到、认领志愿网格服务项目，不断延伸
党建“触角”。

一名网格员大约要服务 100—300
户居民，仅仅依靠网格员的力量远远
不够。为了更加优质精准地为居民送
上“家门口的服务”，由社区党组织牵

头，该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建立了 80 多
个功能型党支部。在功能型党支部的
带领下，该街道办事处在各个网格内
形成了以网格员为中心，物业员工、共
建单位员工、楼栋长、党员中心户志愿
者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1+N”组团
服务力量，使为民服务的力量更强大。

目前，“红色小屋”已成为颍川街
道办事处连接老百姓的“窗口”。在这
里，该街道办事处通过“点对点”联系、

“面对面”承诺、“心贴心”服务，切实做
好了为民服务“大文章”。“‘功能型党
支部+红色物业+业主委员会’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切实做到了‘小事儿不出楼栋、大事儿
不出社区’。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加
强功能型党支部建设，为辖区居民提
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颍川街
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丽君表示。

“小窗口”做好为民服务“大文章”
本报记者刘晓敏通讯员潘高锋

本报讯（记者 胡晨） 12 月 16 日
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同
民，许昌军分区司令员李选才带领工
作组前往建安区人武部，对党管武装
工作进行检查考评。

在建安区人武部，丁同民走进战
备物资器材室察看物资储备情况，并
与建安区及人武部负责人亲切座谈，
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就进一步加强党
管武装工作，丁同民强调，要强化政
治意识，扛稳党管武装责任，各县

（市、区） 主要领导要切实强化主角
意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武装根本
制度，真正把党管武装责任担在肩
上、落到实处；要健全组织体系，落
实党管武装工作制度，扎实开展党管

武装工作模范县 （市、区） 评选表
彰、在基层武装部预建党支部、在行
政村 （社区） 设置兼职武装委员和武
装组员等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双重领
导、双向兼职、党委议军、过军事
日、现场办公、工作述职等制度，让
党管武装各项工作制度落地见效；要
对标对表创建，推动党管武装工作经
常化、法制化、规范化，对照 《河南
省县 （市、区） 人民武装部建设规
范》 和 《河南省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
规范》 要求，抓好党管武装工作模范
县创建，确保许昌党管武装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

李选才围绕抓好人武部规范化建
设提出具体要求。

丁同民到建安区检查考评党管武装工作时要求

推动党管武装工作
经常化、法制化、规范化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安
益彤）12 月 16 日，许昌市公安局在警
官训练中心和梨园办公区举行全市
公安机关特警系统 2020 年度比武竞
赛，来自许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及各
县（市、区）公安局特警大队的 45 名特
警队员同场竞技。

据许昌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响应公安部关于开展全警实战
大练兵的号召，我市公安机关特警系
统举行此次比武竞赛，检验全市特警

队伍练兵工作成效，营造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全市特警
队伍的反恐维稳综合处置能力和水
平，为我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贡
献更多力量。

此次比武竞赛设置了长短枪互
换应用射击、综合体能技能和第四季
度射击考核等三个项目。短枪 50 米精
度射击、长枪运动后三种姿势射击、10
米低桩网、高架速降、枪支分解……
在每一个竞赛环节，参赛人员都沉着

冷静，发挥出应有水平，充分展现了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警务技能。

经过激烈角逐，许昌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民警段晓洋获得长短枪互换
应用射击第一名，襄城县公安局特警
大队民警杨纪康获得综合体能技能
第一名。

在第四季度射击考核项目中，禹
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夺得团体第一
名，该大队民警胡洪宇以 5发 5中用时
22秒 33的成绩夺得个人第一名。

全市特警大比武 45名队员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付家宝）为进一
步密切军地军民鱼水关系，唱响拥军
爱民主旋律，为部队青年官兵和地方
优秀女青年搭建交友联谊平台，12
月 12 日下午，由杨根思部队、许昌市
双拥办、许昌市企业家协会联合举办
的“缘聚许昌·爱在军营”军民鹊桥会
联谊活动在杨根思部队举行。来自杨
根思部队的 56 名未婚官兵和我市的
78 名优秀未婚女青年在这里浪漫邂
逅，通过一番了解后，部分嘉宾互留
联系方式并达成交往意向。

活动现场，军人们嘹亮的口号响
彻营区，飒爽的英姿令人震撼，女嘉
宾们的热情瞬间被点燃。在随后的互
动环节中，全场男女青年分别展示了
个人风采。各种趣味互动游戏，让男
女嘉宾加深了了解。最终现场 10 余
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主办单位为他
们送上精美礼品和诚挚美好的祝愿。

“此次相亲联谊会报名情况十分
火爆，经过严格审核，我们最终确定
78 名女青年参加本次相亲活动。举
办此次联谊会，目的是为单身官兵搭
建一个与地方女青年交流的平台，让
单身官兵走进社会、展示风采，让地
方女青年更多地了解军人、熟悉部
队，加入部队这个‘大家庭’。鹊桥会
联谊活动将作为一个常态化活动，定
期举行。”许昌市双拥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

相知绿色军营
邂逅美好爱情

近年来，魏都区以争创“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为目标，重基层、打基础、
解难题、树品牌，健全完善了纵横结合
的网络化基层党建体系，党的组织和工
作覆盖面不断扩大，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基层党建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该
区采取“党支部+网格”“党支部+商圈”

“党支部+楼宇”“党支部+协会”等组建
模式，以党建引领推动发展、服务群众、
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全区上下争先进、
创一流的氛围更加浓厚。

图为12月16日，在三鼎大厦党群
服务中心，党员在观看党史展板。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晨 实习生 韩叶
子） 12 月 16 日，许昌市民营企业家
学院揭牌暨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培训
班开班仪式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楚雷，市
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张巍巍，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袁海涛、
院长谭水木出席。

据了解，许昌市民营企业家学院
以市域内民营企业家为主体，围绕

“思想的格局”“经营的格局”“企业
大学”等设置课程，旨在全面提升民
营企业家综合素质，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本
期培训班学制 1 年，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对 170 名民营企业家
进行培训。

楚雷对许昌市民营企业家学院的
成立表示祝贺。他说，该学院的成立
既是许昌开展“两个行动”吸纳全球
名家精英智慧、整合社会力量进行政
治教育的全新探索，也是我市民营经
济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重要里程
碑。他希望，参加培训的学员要严于
律己、树好形象，严格遵守学习纪
律，沉下身来认真学习，静下心来仔
细钻研，真正做到学有所悟；要广泛
交流、博采众长，主动向书本学习、
向老师求教、和身边企业家切磋，力
争在有限时间内学到更多知识；要联
系实际、学以致用，真正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加快
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城”作出更
大贡献。

许昌市民营企业家学院
揭牌成立

楚雷等出席揭牌仪式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杨璐）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12 月 16 日下午，许昌工商管
理学校邀请许昌市委党校理论研究
室主任、副教授董跃民为来自该校及
许昌幼儿师范学校、许昌科技学校的
300 余名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宣讲报
告。

报告会上，董跃民以“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
主题，讲述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的主题、逻辑主线、战略布局、基本
原则、远景规划等，分析了我国进入

“十四五”后所面临的新阶段、新目标
及我国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而复杂

的变化；就如何认识“我国发展仍处
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基本判断进
行 了 详 细 讲 解 ，并 从 依 据 、基 础 、挑
战、策略等方面对《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建议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度解读。

报告会后，师生们纷纷表示，要
联系工作、学习实际，持续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真正把全
会精神学精悟透。“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更加坚定、更加自觉、更富创
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领会精髓，让学习效果
看得见、摸得着，推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确保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许
昌工商管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赵香
兰说。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举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根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 和中共许昌市委 《关于
加强和改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若
干意见》（许发 〔2015〕 17 号） 的
有关规定，现将拟提拔重用的王幸
福等 13 名同志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以姓氏笔画为序）。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组织反映。公示时间
5 个工作日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0 年 12月 23日）。

联系地址：中共许昌市委组织
部 干 部 监 督 一 科 （电 话 号 码 ：
12380、2965577）。

特此公告
中共许昌市委组织部
2020年12月16日

公示对象情况
王幸福，男，汉族，1968年2

月生，河南襄城县人。1991年9月
参加工作，1995年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现任许昌市工信
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拟任许昌市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王明坤，男，汉族，1963年5
月生，河南禹州市人。1983年8月
参加工作，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现任许昌市委副
秘书长、市档案局局长 （兼）、二
级调研员，拟任许昌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机关党组副
书记。

王德超，男，汉族，1963年9
月生，河南禹州市人。1985年7月
参加工作，1990 年 1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大学学历，学士学位。现
任许昌市委巡察办副主任 （正县
级）、一级调研员，拟任许昌市委
巡察办主任。

申健民，男，汉族，1968年4
月生，河南许昌人。1987年7月参
加工作，1993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博士学位。现任
许昌市魏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许昌市
魏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

田秋琴，女，汉族，1972年5
月生，河南临颍县人。1997年1月
参加工作，2007 年 12 月加入中国
民主促进会，大学学历，注册规划
师、高级工程师。现任襄城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许
昌市科协主席。

李 珂，男，汉族，1971 年 3
月生，河南禹州市人。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4 年 10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襄城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
拟任许昌市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

李全民，男，汉族，1966 年
10月生，河南许昌人。1988年8月
参加工作，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工程师。现任长
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
研员，拟任长葛市产业集聚区管委
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陈长宏，男，汉族，1969年7
月生，河南许昌人。1992年9月参
加工作，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
许昌市魏都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三级调研员，拟任许昌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

周 垚，女，汉族，1982 年 7
月生，河北任丘市人。2010年8月
参加工作，2007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
任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三级调研员，拟任共青团许昌市委
员会书记。

袁晓鸿，女，汉族，1964 年
12月生，河南许昌人。1984年8月
参加工作，1988年7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现任长葛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二级调研员，拟
任许昌市供销社监事会主任、党组
副书记。

韩宏涛，男，汉族，1970年4
月生，河南禹州市人。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6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大学学历。现任鄢陵县委副
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许昌市公
务接待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程东升，男，汉族，1974年3
月生，河南鲁山县人。1997年9月
参加工作，2000 年 1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会
计师、审计师。现任许昌市魏都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三级调研员，拟
任禹州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党工委副书记。

魏少峰，男，汉族，1966年1
月生，河南长葛市人。1986年7月
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现任许昌市魏
都区委副书记、二级调研员，拟任
许昌市委党校（许昌行政学院）党
委书记、常务副校长 （副院长），
市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兼）。

中共许昌市委组织部
对拟任职领导干部公示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