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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党建
带团建、以团建促党建，5月10日，洛龙

区龙门街道组织党员、团员观看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直播；5 月 12 日，组织专题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建团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如图）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饱含深情，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的关心
和厚爱，同时为新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的青
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
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在青春的赛道

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
成绩。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延青围绕“党
旗下的青春应坚定理想信念”“党旗下
的青春应立足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
作”“党旗下的青春应该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三个方面，结合现代青年、共青团
员、共产党员的视角，鼓励同志们坚定
信念理想，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脚踏实地地践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理念，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

使命。一是希望各位党员、团员、积极
分子，能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进取，向
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
习，日积月累，内化于心。二是强调各位
党员、团员同志应把实干作为一种品质、
一种工作状态，以英雄精神为指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做好学习榜样，树立价
值标杆，履职尽责、许党报国。三是鼓励
党员、团员凝心聚力，领悟初心使命，筑
牢信仰之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马永超 文/图

龙门街道：党建带团建 团建促党建 聚力共发展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昨日上午，洛阳凤凰
山生态纪念园第二届老战士雕塑揭像暨洛阳市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据了解，本次揭像的7座雕塑是以7位参加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的形象塑造的。在
揭像仪式上，7位老战士的亲属和嘉宾代表在礼仪人员的
引导下，缓缓揭开雕塑上火红的绸布，参加仪式的全体人
员默哀致敬，共同回顾老战士们英勇战斗报国的事迹。

为英雄塑像，为民族铸魂。洛阳凤凰山生态纪念园
负责人表示，要将老战士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让年轻一
代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求
真务实，努力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此外，活动当天，洛阳市老干部督导团、市关工委爱
国主义教育团有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洛阳凤凰山生态纪
念园成为洛阳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批复文
件，并与纪念园有关负责人共同为该基地揭牌。

近年来，洛阳凤凰山生态纪念园持续扩容红色人文
资源，积极建设红色纪念园区，切实传承好爱国主义精
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秉持建设自然生态与心
灵生态的经营理念，努力打造一座有感知、有温度的生态
纪念公园。 （今昔 郭亦博）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

“小区设置这些宠物设施，对我们这些
养宠人士来说可是件好事儿。”昨日上午，说
起家门口的宠物设施升级，涧西区南峰社区
鸿运小区居民蔡爱玲连连称赞。

蔡爱玲是一名资深的“铲屎官”，她养的
泰迪犬“天天”已经5岁了。蔡爱玲介绍，对
于他们这些“铲屎官”来说，平常在小区里遛
狗最尴尬的就是宠物在公共区域排便后却
发现没带纸，难以对粪便进行及时清理，“现
在好了，小区里不仅有宠物专用的厕所，还
有共享拾便箱。以后再也不怕忘带纸了”。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路边每隔数十米
就立着一个共享拾便箱。打开拾便箱，里
面放着由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的拾便
纸和拾便袋，以应对“铲屎官”出门遇到的

“尴尬事”。
南峰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设立宠物厕所及共享拾便箱是社
区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推出
的“文明养犬”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目
的是在为居民提供方便的同时，潜移
默化地宣传文明养犬知识，促进文明养
犬习惯的养成，从而助力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

截至目前，近40个宠物厕所、共享
拾便箱已在鸿运小区实现全覆盖，倡导
文明养犬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接下
来，南峰社区将总结成功经验，不断丰富
内容和形式，将宠物厕所推广至更多小区。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文/图

■ 洛龙区日前举行《热血与春秋》编纂工作座
谈会，市委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社科联、河南科
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单位的教授、学者参会并提
出意见建议。

《热血与春秋》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洛龙党
史教育纪念馆纪实（足迹篇）”，下册为“洛龙大地
走出去的优秀党员事迹汇编（人物篇）”，由洛龙区
委办公室、洛龙区委党史研究室、洛龙区文化典籍
工程组策划编辑，是洛龙区党史学习教育“六进”
系列丛书，也是洛龙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资料
汇编。 （余子愚）

■ 涧西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14日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涧西区作家协会
第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唐益舟当选为主席，段克
甲、杨亚丽、冷清秋、崔书乾、韩建新、薛伟堂当选为
副主席，杨亚丽兼任秘书长。

当日，涧西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
届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涧西区民间文艺家
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刘骅然当选为主席，
徐艳丽、马高星、孙震、石真、李贺当选为副主席，
马力行任秘书长。 （余子愚 李杨）

“文明养犬”在行动
宠物厕所全覆盖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黄丛魁 郭
伟朋）“胰岛素集采中选结果5月30日在洛阳落地，平均
降价48%！”昨日，听说这个好消息，我市81岁的糖尿病
患者谭宗英立即转发消息给“糖友”。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医疗保障局获悉，自5月30日
起，洛阳将执行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胰岛素专
项）等4批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其中胰岛素将平均降
价48%。届时，更多患者将用上平价胰岛素，患者负担将
进一步减轻。

“我是一名高校退休教师，从 6 年前开始注射胰岛
素。目前在用的是门冬胰岛素50注射液（笔芯），每月需
要花费400元，加上各种降糖类药物，每月总花费在700
元左右。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对普通‘糖友’来说，用
药支出压力更大。这次的降价政策是我们的福音。”谭宗
英说，以她注射的胰岛素为例，目前价格为每支70元，降
价后每支43.2元，还有更多种类的胰岛素，降价后折合
每天仅需几元钱。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本次胰岛素专项集采
不仅是一次专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还是国家、省际联盟
集采以来涉及采购金额最多的一次，涉及品种为餐时人
胰岛素、基础人胰岛素、预混人胰岛素、餐时胰岛素类似
物、基础胰岛素类似物、预混胰岛素类似物等共6个采购
组，涵盖临床常用品种，涉及诺和诺德、礼来、赛诺菲、甘
李药业、通化东宝等国内外11家企业。

据悉，相关价格政策落地后，我市糖尿病患者可在
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驻洛军队医疗机构、参与集采
的定点社会办医
疗机构和药店买
到胰岛素的降价
药品。

5月30日起，洛阳将执行
4批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

胰岛素平均降价48%

扫码查看4批药品
集中采购中选结果

洛河宜阳段发生“漫堤重大险情”，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紧急调动全市特巡警系统150名民警携带相关装备器
材，在2小时内迅速集结，赶赴“险情”河段，参与“防汛救
援”任务……日前，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组织全市特巡警系
统开展跨区域防汛救援应急拉动演练，提升防汛救灾应
急处置能力，确保汛期如遇灾情能快速反应到位，及时高
效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王鹏 摄

“各位邻居早上好，今天最高气温
预计25℃，适宜户外活动。”昨日一早，
洛龙区石油社区探勘三院小区18号楼
的“家馨”微信群内就热闹了起来，该
楼栋“活力红管家”张玲玲在群内通过

“云问候”方式向楼栋居民问好。随着
大家回复的增多，你一言我一语的聊
天使群内气氛逐渐升温。

张玲玲今年 47 岁，是该小区的老
住户。“只要是居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都随时可以来找我，我都会尽力提供
帮助。”张玲玲说，在小区里和她一样
的楼栋“活力红管家”共有 20 名，大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有的二维码，居民
只要扫码，就可以进入楼栋专设的

“家馨”微信群，大事小情都可以在群
中咨询、求助，“我们大多数的老邻居
都相互认识，做楼栋管家也发挥了我
的优势”。

石油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社区以“文化进社区”为平台，开
展了“活力楼栋—活力小区—活力社
区”试点探索，通过“五个一”（一个先
锋长廊、一个爱心广场、一个特色楼
栋、一个“家馨”微信群、一个自治机
制）建设，建设居民自治、共治、共享的
温暖社区，并依托“互联网＋服务”方
式，创新推出楼栋“活力红管家”运行
机制，促进邻里关系和谐。

据了解，截至目前，石油社区通过

楼栋微信群和“活力红管家”模式，已
累计帮助居民解决各类诉求超百件，
不断提升居民参与文化进社区活动的
吸引力和向心力，助力打通“文化进社
区”的“最后一公里”。同时，社区还以

“活力楼栋—活力小区—活力社区”的
试点探索工作为发力点，持续推动居
民自治。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陈志强 文/图

社区建设“五个一”
激活自治生命力

涧西区南峰社区鸿运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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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搞改造
功能提升更“适老”

“小区提升改选后，遛弯更方便
了。”昨日，在瀍河区杨文街道杨文社
区交四处家属院小区，居民付茂芬开
心地说。

该小区为老旧小区，住户以老年
人居多。为更好地满足小区居民的生
活需求，社区对家风家训馆、邻里中
心、小区绿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功能提
升，还特别针对老年人设置了休闲区。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休闲区西侧
不远就是正在建设的家风家训馆。这
里最早是职工食堂，后来被改造为家
风家训馆，但规模较小。

“新的家风家训馆面积超过 160
平方米，分为‘先贤家风’‘红色家风’

‘当代家教’和‘时代新家’四大主题展
厅，融合了古今的家风家训，通过典型
人物的家风家教故事，推动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提升改造还充分体现了适老
化。小区内铺设的鹅卵石道路不仅防
滑、美观，还有特殊功效，不少老人喜
欢在这里散步。“踩在鹅卵石上，能够
按摩穴位，十分舒服。”小区居民陈身
永对此赞不绝口。

沿着鹅卵石路往东走，邻里中心
映入眼帘。记者在现场看到，邻里中
心的外墙立面已经焕然一新，西侧地
面上也已经铺上塑胶。工作人员介
绍，这里将建成羽毛球场。

“实施此次工程，旨在提升小区
功能，丰富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该
小区的局部提升工程已完成 95%。
下一步，将加紧施工，争取项目早日
完工。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窦东庆 张珂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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