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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韦冰）近日，多
家权威主流媒体均报道了我市“思
源行动·引才聚焦”大学生暑期返
家乡社会实践活动。9月15日《组
织人事报》头版以《六百余名大学
生建功基层一线》为题报道。8月
12日、9月2日，“学习强国”平台
分别以《河南焦作：青春力量耀怀
川》《河南焦作：600 余名返乡大
学生青春汗水洒基层》为题报道。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大力弘扬家国情怀”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引
才聚焦”战略部署和“热爱焦作、
回报家乡”活动要求，今年暑期，
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开展“思
源行动·引才聚焦”大学生暑期返
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从实践育人入
手，搭建培养锻炼青年人才的平
台。600余名焦作籍返乡大学生踊跃
报名，积极融入全市脱贫攻坚、“四
城联创”、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在
基层实践中认识国情、了解家乡、
锤炼作风，培养与群众的感情，在
基层焕发出耀眼的青春光芒。

对于这些象牙塔的学子来说，
此次活动并不简单，按照市委组织
部和团市委的安排，活动主要面向
基层，72%的返乡大学生都充实到
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岗位，
兼任基层干部助理和兼职团干部。
同时，他们需要在完成用人单位工

作的基础上开展“六个一”的规定动
作，即开展一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和宣讲，参
与组织策划一次主题党日或团日活
动，走访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
一次面向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
群体的志愿服务，开展一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防溺水、普法等宣传
教育活动，结合所学专业或兼任岗
位撰写一篇调研报告。

返乡大学生在丰富的实践中体
会到基层工作的琐碎与辛劳，他们
有的为了“四城联创”工作在老旧
楼院挨家挨户征求群众意见，有的
不辞辛苦规范临街商铺秩序，耐心
细致地做好楼院管网改造等工作，还
有的利用专业所学，帮助村民搭建网
络销售平台，做起了家乡农产品的代
言人，线上销售农产品上千公斤，为
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大学
生在实践中，加深对家乡的理解和
热爱，坚定了“热爱焦作、回报家
乡”的责任与担当。

“没想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会
亲自召开座谈会。”武陟县返乡大学
生何悦菡参加了“思源行动·引才聚
焦”青年人才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座谈会，并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路红卫手中接过“返乡社会实践之
星”证书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等书籍，心里充满了喜悦。解放区
返乡大学生毕家华在座谈会上作典
型发言后激动地说：“今天的座谈
会，路部长的讲话很暖心、很贴
心，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到家
乡、建设家乡、回报家乡！”

通过此次活动，为返乡大学生
搭建了“知国情、明社情、长才
干”的实践平台，让更多优秀学生
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加强对国
情、社情、民情的认知体验，同时
也调动了广大焦作籍、在焦青年回
报家乡、建设焦作的积极作用，使
广大青年大学生成为助力焦作高质
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热爱焦作 回报家乡
我市“思源行动·引才聚焦”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取得成功

本报讯（记者韦冰）金秋
是收获的季节，但对于一些寒
窗苦读十几年的学子来说，在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欣喜过后，
又要为学费而发愁。开学之
际 ， 为 莘 莘 学 子 圆 梦 大 学 ，
2020 年“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如约而至，点亮寒学子的
求学路，57名家庭困难学生收
到了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
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家庭困难的新入学大学生顺利
圆梦，团市委、市希望办今年
继续开展“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活动。今年的活动，聚焦
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将帮

扶对象延伸至全市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

希望工程是团中央1989年
发起实施，以改善贫困地区基
础教育设施、救助贫困地区失
学少年重返校园为使命的社会
公益事业。该活动自2004年在
我市实施以来，累计筹集善款
1173.4 万元，帮助 3587 名寒门
学子圆梦大学。近5年来，我市
共筹集善款307.9万元，资助寒
门学子 725 名，其中今年筹资
28.5万元，资助贫困生57名。

9月9日，团市委联合市委
统战部、市总工会、市妇联、
市工商联等多家单位，举办了
“‘焦作有爱·金秋助学·圆
梦行动·春蕾计划’精准扶贫
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2020 在行
动”活动。

团市委“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点亮寒门学子求学路

本报讯（记者韦冰）我市今年开展老旧楼院帮扶
工作以来，团市委以“抓党建、带群建、促创建”为
目标，紧紧围绕党群联心、服务联动“双联暖民”基
层治理模式，以“支部联支部、党员进社区”活动为
载体，扎实开展市直单位老旧楼院帮扶工作，在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小区全部路面进行整修、铺设
透水砖和柏油，实施“白改黑”工程，并安装智能充
电设备；将楼院门岗上档升级为“学雷锋志愿服务
点”，联合解放区城管部门在楼院设立生活垃圾分类
定时、定点集中收集站，组织返乡大学生美化窨井
盖、小区健身区域。截至目前，团市委向结对帮扶的
解放区焦西街道祥和社区月季茗苑小区捐赠帮扶资金
和物资价值共计18万余元，并开展“我为‘四城联
创’作贡献”集资捐款活动，共集资7010元。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调动了群众参与改造共同家园的
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

近日，团市委在月季茗苑小区开展“党群联心
院”授牌仪式暨支部党员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查仕成为月季茗苑“党群联心院”
授牌，并对团市委老旧楼院帮扶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团市委、解放区相关领导出席活动。焦西街道
党工委、团解放区委负责人，团市委机关全体党
员、祥和社区全体党员、月季茗苑小区议事会和居
民代表、参与美化楼院的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参加活
动。

活动中，志愿者开展了健康义诊、义务劳动、垃
圾分类知识普及等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了居民的一致
好评。

团市委扎实开展老旧楼院帮扶暨党员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记者韦冰）为进
一步促进我市优秀人才单身青
年的沟通交流，为生活和工作
在我市的青年人才搭建友谊桥
梁和婚恋互动平台，努力为我
市发展储备人才、留住人才，
近日，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
局、团市委、市妇联主办的

“人才相约 为爱聚焦”焦作市
青年人才联谊会成功举办。活
动主会场设在解放区，由解放
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同时
还在沁阳、孟州、温县、武
陟、中站开设了分会场，全市
共 670 名青年参与活动，其中
27对青年牵手成功。

在解放区主会场，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
许斌为本次活动致辞。他表
示，举办此次联谊会，旨在为

广大青年人才搭建一个展示自
我、交流感情、缔结友谊、寻
觅知音的平台，这也是我们关
心、关怀青年人才的具体行
动，真正让广大青年人才能够
安心立业，凝聚起干事创业的
强大动能。

活动现场，随着“你说我
猜”“爱情转圈圈”“心有灵
犀”等一个个甜蜜小游戏的开
展，青年男女之间的距离瞬间
被拉近，温馨与浪漫的氛围充
斥着会场的每个角落。不少性
格开朗的男女不仅聊得火热，
还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爱的火
花在不经意间碰撞。活动最后，
不少男嘉宾鼓起勇气向喜欢的
她甜蜜告白，并送上玫瑰花。

据了解，我市于2018年10
月发布了“引才聚焦”工程各
项人才新政，2019年又对16项
人才新政的申请条件、办理材
料、办理流程等具体内容进行
优化梳理，让申报受理工作更
具操作性、规范性和便捷性，
确保各类青年人才及时享受相
关政策待遇。本次举办的青年
人才联谊会，是持续深化“引
才聚焦”人才政策、帮助青年
人才在焦作安家、安心投身焦
作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具体实
践。

人才相约 为爱聚焦

我市举办青年人才联谊会

本报记者 詹长松

近日，16名“思源行动”返乡大学
生在团解放区委的组织下，到解放区焦
西街道祥和社区月季茗苑小区，开展以

“彩绘青春”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为
我市“四城联创”贡献青春力量。

三天时间里，大学生们拿起画笔美化
楼院的窨井盖、假山、墙体等，传承和发扬

“热爱焦作、回报家乡”的精神，老旧楼院
在一支支画笔描绘下，焕发出了新的生
机。一个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云海、日出
等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成了楼院里亮丽的

风景，彰显了青春的绚丽。
“这些年轻人不仅有蓬勃的朝气，还

有奉献的精神、感人的坚守。”团解放区委
相关负责人说。活动中，大家共商图样、
分工协作。夜幕降临，他们依然不停地舞
动手中的画笔，为小区穿上漂亮的彩衣。

活动中，有人腿部受伤，依然蹲着
坚持工作；有人攀上假山，一画就是几
个小时……他们的坚守感动了院里的居
民，小朋友们纷纷加入其中，帮助大学
生们绘图，楼院里的大爷也啧啧称赞。

一组组生动有趣的彩绘，就像一个
个无字的文明宣传栏，在居民心中播下
了文明的种子。

青春为笔爱为墨 志愿者绘出七彩楼院
本报讯（记者韦冰）为深

入推进网络安全和知识技能宣
传普及，切实增强广大青少年
的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
康的网络环境，9 月 18 日，由
团市委主办的2020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活动
在焦作大学网络志愿者中心举
行。活动邀请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负责人郭炜作了题为 《再
见，电信诈骗》 的知识讲座，
向焦作大学50余名网络志愿者

骨干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相
关知识。

讲座上，郭炜为青年学生
发放了反诈宣传资料，并结合
近期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诈骗
警情，通过互联网游戏、网上
购物、淘宝刷单等与青少年群
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动案例，
为大家讲解了防电信诈骗的相
关知识，提醒广大青少年学生
要增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遇
到可疑情况做到不相信、不理
睬、不汇款。

讲座结束后，焦作大学团
委还组织网络志愿者骨干深入
全校各个学院、社团开展网络
安全知识宣讲，发动全校学生
参观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展板，
并发放各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
4500余份。

现场不少学生表示，此次
活动，让他们了解了各类新型
电信诈骗手段，增强了防范意
识，今后将积极参与预防网络
诈骗犯罪的行动中。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
主题活动在焦作大学举行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用画笔美化老旧楼院。
侯海燕 摄

郭炜向青年学生发放《反
诈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美化后的窨井盖。
侯海燕 摄

联谊会主会场。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查仕成 （中） 为月季茗苑
“党群联心院”授牌。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在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活动。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在小区开展健康
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本 报 记 者 王梦
梦 摄

团市委筹集善款资助寒门学子。
本报记者 韦 冰 摄

⬆“引才聚焦”青年人才返家乡社会实践座谈会。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路红卫（左六）为“返乡社会
实践之星”颁发证书、赠送书籍。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组织人事报》头版报道我市“思源行动·引才聚
焦”大学生暑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资料图片）扫码观看社会实践宣传片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