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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常学常新、常用常新，就要把
党的理论知识学习阵地放在党员群众
的身边，让大家能随时随地学习。

为此，西工区委组织部积极联合区
文化旅游局等多个部门，横向打通全区
多部门优势资源；并充分调动区、街道

（乡镇）、社区（村）三个层级，畅通纵向
联动，整合新时代“三新”讲习所、文化
室、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各类阵地资源，
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党建阅读品牌，不
断增强党建书屋（书柜、书架）的吸引力
和口碑效应。

宽敞安静的阅读环境、一排排整齐
的书架、整齐摆放的桌椅……近日，临
近中午 12 点，还有许多人在上阳宫党
建书屋内安静地阅读。书屋内，党建书
架被设置在最中央的位置，《毛泽东
文 集》《邓 小 平 理 论 概 论》《习 近 平
讲故事》等数百册党建理论书籍摆放整
齐，供人借阅。

“从今年 1 月开馆至今，我们的接
待人次已接近12万。”该书屋工作人员
介绍，在区委组织部、区文化旅游局等
多部门的支持下，目前整个书屋藏书已

超过6000册，其中，党建理论书籍是市
民阅读最多的一类。

不只上阳宫党建书屋，在和昌党建
书屋、王城公园党建书屋等西工区所辖
的5座党建书屋，党建理论书籍也都被
摆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除了借阅书
籍，广大市民还能在党建书屋参加各种
读者活动。今年“七一”前，和昌党建书
屋专门邀请驻洛某部军官，为在此读书
的广大市民和孩子讲述党史、军事小故
事，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党建书屋建设过程中，我们
区多部门联动，大家集众智、汇众力，
共 同 推 动 了 党 的 理 论 知 识 入 脑 入
心。”西工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区已形成以辖区图书馆
党建书屋为中心，以各办事处、社区

（村）党建书屋为骨干，以博大城党建
书屋、上阳宫党建书屋、王城公园党
建书屋、和昌党建书屋、体育场路党
建书屋、工人俱乐部党建书屋及各学
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党建书
屋（书柜、书架）为补充的“15 分钟党
建阅读圈”，为辖区广大党员群众提
供便捷和特色化的阅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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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西工区各个社区
（村）党群服务中心，整齐划一、藏书
丰富的党建书屋（书柜、书架）成了

“标配”，更成为党员群众学习党的
理论知识的新场所。

西工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 绍 ，通 过 党 建 书 屋（书 柜 、书
架），打造“15 分钟党建阅读圈”，
为的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常态化，让
广大党员群众拥有便捷、充实的
学习阵地，并为基层党组织打造
坚实的文化阵地、党员群众的学
习教育平台。

在全区建设党建书屋（书柜、书
架）是一项浩大工程，建在哪儿？如
何建？建多少合适？为做好这道把
实事办实、让人民满意的“必答题”，
西工区委组织部作了详细调研、周
密部署。

年初，按照“河洛党建计划”全
面进步年有关要求，西工区委组织
部印发了《关于在全区各级党组织
中建立党建书屋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结合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文化室、图书馆、农家书
屋、城市书房等现有阵地建设党建
书屋，并统一悬挂“西工区党建书
屋”标牌。

为不给基层增添压力，西工区
投入专项资金 30 余万元，购置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
卷等党建学习图书1.5万余册，配套
给辖区各个党建书屋，并根据最新
要求及党员群众的阅读需求，及时
补充更新藏书。

点 连 成 线 、线 勾 成 网 …… 如
今，西工区已实现全区基层党组织
党 建 书 屋（书 柜 、书 架）的“ 全 覆
盖”，使党员群众步行 15 分钟以内
就能汲取党的理论知识营养，真正
为广大党员群众建好了“红色精神
粮仓”。

该负责人说：“通过建设党建书
屋，可以拓展丰富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服务功能，进一步把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
斗堡垒。”

党建书屋“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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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15分钟党建阅读圈” 建好“红色精神粮仓”

西工区整合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城市书房等资源，建设党建书屋（书柜、

书架），推动广大党员群众学习新思想、掌握新本领、创造新业绩——

居民到家门口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可在党建书屋内

免费阅读各类书籍；在商务楼宇中工作的上班族，早早就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借阅一空；在辖区各个城市书房，党

建书架、“党建专题图书”都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西工区整合辖

区各类资源，积极打造“15 分钟党建阅读圈”，为党员群众建

设“红色精神粮仓”。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182 个党建书屋

（书柜、书架）建成投用，为党员群众免费提供图书借阅服务，

切实推动全区广大党员群众学习新思想、掌握新本领、创造

新业绩。

党的理论知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西
工区通过打造“15分钟党建阅读圈”、建设
党建书屋（书柜、书架）“请进来”，让党员群
众自发学；并利用新时代“三新”讲习所“走
出去”，积极在党员群众中进行理论宣讲的
深耕、“播种”，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根植于
广大党员群众的心坎里。

端午节前夕，在邙岭路办事处石油路
社区 198 号院的党员活动中心前，大家摆
桌椅、端盘子、洗杯子，为社区端午节的

“百家宴”作准备。当日，社区党总支书记
郭莉为大家讲党的理论知识、辖区重要工
作，社区 100 多名居民一起听党课、品菜
肴、聊家常，在浓浓的情谊中感受党组织
带来的温暖。

日前，在信息科技城“红色商圈”哈他
科技党支部，通过开展新时代“三新”讲习，
哈他科技的党员志愿者组成了“小红帽”服
务小分队，打扫党建长廊卫生，让党员服务
走到哪里，就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习到哪
里，使广大党员群众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党
的“好声音”。

“七一”前夕，金谷园街道办事处组织
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进基层”主题宣讲活
动，邀请86岁的老军人王钧给辖区党员群
众进行追忆红色历史的讲习，王钧用生动
的语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艰苦
作战、军民齐心抗敌的感人情景，充分激发
了党员群众的爱国情怀。

据介绍，西工区至今已开展讲习 650
多场，参学者达2.1万人次，充分激发了党
员群众的求知欲，调动了大家到党建书屋

（书柜、书架）自发学习的积极性。西工区
通过多种形式以学促行，真正让广大党员
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党的创新
理论入脑入心见成效。

“坚持党建引领，确保把实事办实，更
好地宣讲党的理论知识，引导广大党员学
思践悟新思想、砥砺奋进新时代，是我们建
设‘15分钟党建阅读圈’的初心。”西工区委
组织部负责人说，下一步，该区将继续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河洛党
建计划”全面进步年为统领，不断提升党建
书屋（书柜、书架）和新时代“三新”讲习所
的建设实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洛
阳在新时代更有作为更加出彩的新篇章贡
献磅礴的西工力量！

（孟隆 尚迎涛）

以学促行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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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档案

■ 项目名称：中国邮政电商物流中心项目
■ 项目概况：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场地7200

平方米，主要建设综合办公楼、标准化操作分拨车间、仓储库房
及配套设施。该项目已开通全省18个地市及广东、海南、山东、
浙江等近20个重点省份的直达邮路，形成日处理各类包裹约24
万件、年处理量9000万件、年产值超亿元的生产规模，逐步打造
电子商务全产业链。

近日，记者在位于老城区老310国道附近的中国邮政电商
物流中心看到，十几辆满载包裹的中国邮政运输车在卸车垛口
一字排开，运输车里犹如小山一般堆砌着的包裹被工作人员送
上传送带。

中国邮政电商物流中心相关负责人罗向阳介绍，包裹到达
该中心后，要经过卸车、扫描、标号、上分拣线等步骤，被传送带
送至另一侧标注着不同目的地的装车垛口。在日常情况下，从
卸车到装车，该中心处理的包裹全程不落地，整个过程由传送带
传送。

记者看到，传送带分上下两层，在一些分叉口，工作人员会
根据邮件的目的地进行人工分拨。罗向阳介绍，这条双层胶带
分拣线长100米、宽60米，连通30个装卸垛口。在物流高峰期，
包裹从卸车垛口传送至装车垛口的用时可缩短至1分钟之内。

“有了这条双层胶带分拣线，处理包裹的效率大大提高，工
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明显降低，邮件的安全更加有保障。”罗向阳
介绍，该中心目前已开通全省18个地市及广东、海南、山东、浙
江等近20个重点省份的直达邮路，形成日处理各类包裹约24
万件、年处理量9000万件、年产值超亿元的生产规模，近期即
将正式投用。

今年该项目预计投资1亿元，增加7000余平方米建设电商
中心，将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引导电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和服务创新，招商引进50余家电商企业进驻中国邮政电商
物流中心，加快形成仓储快递电商区，形成产业集聚合力。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豫西地区最大的电商快递中心。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石智卫 徐晏

日处理包裹约24万件、年产值超亿元的
中国邮政电商物流中心即将正式投用

打造豫西地区
最大电商快递中心根据全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督查工作统一安排，为提升行业监
管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廉洁从政意
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实现人民群
众对招投标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现将我市招投标工作各行政监管部门
在“向社会承诺，请群众监督”活动中
制定的公开承诺分期公布如下，敬请
监督。

市发改委招投标工作
公开承诺书

市发改委承担全市招投标的指导
协调和公共资源交易的综合监管工
作。为更好地履行职责，作如下承诺：

一、委主要领导要做到认真贯彻执
行招投标法律法规，将招投标工作纳入
党组议事日程，研究、协调和处理招投
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委分管领导要积极开展调查
研究，掌握全面情况，协调各相关行政
监督部门做好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工作。

三、相关科室负责人要熟练掌握
招投标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政策法规，
积极落实上级各项工作安排，会同有
关部门拟定招投标地方性法规、规章
草案。

四、相关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对应
当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
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杜绝在审批
核准环节出现规避招标、应招不招等情
况发生，并会同有关部门对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五、要严格按照“应进必进”原则，
拟定和动态调整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督
促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项
目进场交易。

六、要积极协助省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部门，对辖区内申请进入省综合评标
专家库的评标专家进行资格预审。

七、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洁

从政各项规定，严禁接受各招投标市场
主体的礼金、礼品、有价证券，严禁接受
吃请，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以直接或者间
接、明示或者暗示等任何方式非法干涉
招标投标活动。

我们将严格履行承诺，若违反此承
诺愿意接受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处理，
同时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和举报。

监督举报电话：0379-63938137
市纪委派驻纪检组监督举报电话：

0379-63930589

市财政局招投标工作
公开承诺书

为依法履行政府采购职责，确保我
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行为公正廉洁，市
财政局现公开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政府采购工作纪律，
不准向政府采购当事人打招呼、干扰
政府采购活动；不准泄露应当保守的
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不准为采购人
指定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不准要求采
购人向指定的供应商进行采购；不准
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区政府采
购市场。

二、严格遵守廉洁纪律和廉洁从
政各项规定，不准利用审批政府采购
计划以权谋私；不准在监督采购活动
中与政府采购当事人存在不正当的经
济往来。

三、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省、市有关规定，不准接受政府采购当
事人的礼金、礼品、有价证券、土特产
等；不准参加有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
宴请和娱乐等活动；不准向采购当事人
提出与工作无关的要求。

四、认真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
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制度，进一步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不准推诿扯
皮。对工作不准敷衍应付、不负责任，
对群众不准生冷硬推、慵懒散软。

五、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

督管理职责，严禁在实施监督检查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我们将严格履行承诺，若违反此承
诺愿意接受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处理，

同时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和举报。
监督举报电话：0379-63259707
市纪委派驻纪检组监督举报电话：

0379-63259316

向社会承诺 请群众监督

周宏森出身贫苦，曾立志报答百
姓。曾经，他也和基层群众吃在一
起、住在一起，打成一片，为百姓办了
不少实事。但是，在组织的培养下，
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却渐渐
被外界的繁华迷住了双眼，最终违背
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人生诺言，违反
廉洁纪律，插手工程建设，通过干扰
招投标为他人和自己谋取利益，利用
手中权力收受贿赂，由一名正县级领
导干部沦为阶下囚。

“自己打拼一辈子，有所成功。
不仅希望自己衣食玩乐无忧，更希望

儿孙活得更好。因此，我煞费心机为
儿子当老板奠定基础，最终却把自己
推向了犯罪的深渊……”谈到自己走
向违法犯罪的原因，周宏森这样为自
己找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官就不要
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一味
想当“财主”，想着别墅、豪车，注定无
法行使好手中的权力，迟早愧对党和
人民的重托。现实一再证明，违规违
纪聚敛来的钱财再多，也只不过是过
眼云烟，最终不仅两手空空，也逃不过
困守高墙的结局。（李三旺 陈聚涛）

非富即贵思想把自己推向犯罪深渊
周宏森，男，1963 年 12 月出生，

汉族，河南偃师市人，大学文化，1985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
参加工作，先后任新安县磁涧镇党委
书记，栾川县副县长，栾川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栾川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嵩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龙
门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2015年1月
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洛阳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成
为副县级领导干部后，周宏森放松了
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
身的要求，先后利用职务便利和手中
权力，在项目审批、工程招投标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自己从中受贿、

索贿 300 余万元，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干扰了正常的招投标市场秩序，影响
了社会公平正义。2017年5月，周宏
森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同月
辞去市政协委员职务）。

经市纪委审查，周宏森违反政治
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收受贿赂 300 余万元，其
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现金 114 万余
元。2017年6月，周宏森被免职，7月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17 年 12 月，
周宏森因犯受贿罪被伊川县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
万元。 （李三旺 陈聚涛）

延伸阅读▶▶

案件警示：当官就不要想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