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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超） 近
日，省邮政分公司党委第五巡察
组在市邮政分公司设立主会场以
电视电话会形式召开了巡察“回
头看”工作动员会，标志着省邮
政分公司第五巡察组对市邮政分
公司为期 25 天的巡察“回头看”
工作开始。

会议指出，开展巡察“回头
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推
动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作出的重要部署安排。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中
央关于巡视巡察工作决策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察工作
重要论述，聚焦巡察反馈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聚焦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等，对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再监督”，对没有发现
的问题“再发现”，对没有见底的
问题“再了解”，在件件有着落上
体现巡察严肃性，在确保问题见
底上体现巡察韧性，督促以整改
的实际成效推动邮政企业高质量
发展。

会议要求，市邮政分公司党
委及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是要站
在讲政治、讲规矩、讲纪律的高
度，充分认识巡察“回头看”的
重大政治意义和实践作用，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巡察“回头
看”上来，把其作为加强党性锻
炼、改进工作作风、检验工作成
效的良机。二是要切实落实巡察

“回头看”工作的主体责任，增强
全体干部担当意识，强力推进巡
察“回头看”工作。三是要坚持
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有问题不
遮掩、讲差距不护短，全力配合
省邮政分公司党委第五巡察组开

展工作，让巡察组全面准确掌握
全市邮政企业巡察整改情况以及
焦作邮政企业改革发展状况，确
保巡察“回头看”工作顺利进
行。四是要积极配合巡察组做好
个别谈话、调阅资料等各项工
作，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敷衍拖
延。五是要严格遵守巡察“回头
看”工作纪律。六是要确保巡察
组与干部群众联系渠道的畅通。
七是要全力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和
服务工作，为巡察组高效开展工
作提供最便利的条件。八是要坚
持问题导向，把巡察反馈问题当
作一面镜子，主动认领巡察“回
头看”中发现的问题，找准病
因，对症下药，以“钉钉子”精
神狠抓整改，杜绝避重就轻、点
到为止，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走过场。九是要严格责任落实，
针对巡察“回头看”反馈的问
题，全市各级邮政企业领导班子
要切实扛起巡察“回头看”整改
责任，对巡察“回头看”整改成
效、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检视，
并推动落实落地。坚决做到不落

一项、不丢一条。十是要认真整
改，做到标本兼治，坚持全面整
改、立行立改、即知即改、真改
实改，一项一项推动。十一是要
推动建立长效机制。既拿出“当
下改”的举措，集中解决巡察

“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又透
过现象看本质，查漏补缺、建章
立制，形成“长久立”的机制，
确保做到真认账、真反思、真整
改、真负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
重复发生。十二是要着眼长远，
做到巡察“回头看”问题整改与
工作实效的统一，时刻牢记“打
造行业国家队”使命，强化寄递
业务运营成本和质量管控，推动
降本增效落到实处，扎实推进巡
察“回头看”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市邮政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此次巡察“回头看”工
作为契机，切实加强邮政企业党
的建设，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
设，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以管党治党新成效保障
焦作邮政企业各项工作迈上新台
阶、实现新发展。

省邮政分公司党委第五巡察组在市邮政分公司召开动员会强调

开展巡察“回头看”切实加强邮政企业党的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任秋艳）为
加强邮银深度合作，挖掘系统内
优质存量白名单客户，充分发挥
邮银协同优势，提高代理金融
基 层 人 员 信 用 卡 电 话 营 销 技
能，9 月 7 日、8 日，市邮政分
公司开展了两批次共204人参加
的信用卡白名单电话营销现场
培训。

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信
用卡部派出8位资深老师，现场
对代理金融网点信用卡进件存在
的问题、信用卡产品和权益介
绍、白名单客户电话营销技巧等
进行了半天理论培训，半天电话
通关预演和实战演练。全市信用

卡白名单两日进件量达 844 件，
点均进件量87件，人均进件4.1
件，培训效果显著。

市邮政分公司各单位按照
《关于开展“送培训 下基层”
邮政代理金融从业人员信用卡白
名单电话营销培训活动的通知》
要求，做好培训组织工作，提高
信用卡白名单电话营销能力，充
分利用CRM系统内白名单，依
托总部和省分行营销活动，拉近
客户距离，增强客户粘性，提升
客户资产，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
标。

右图为营销培训现场。
任秋艳 摄

市邮政分公司开展信用卡白名单电话营销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焦邮）中国

邮政定于9月15日发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纪念
邮票 1 套 2 枚、小全张 1 枚，全
套邮票面值2.4元、小全张售价
3.6 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套
票660万套、小全张590万枚。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陕西省举行，
这是全运会第一次在陕西省举
办，同时也是第一次在中西部城
市举办。陕西成为继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后，第八个举办全
国运动会的省份。

邮票内容为射击、赛艇。画
面以蓝、绿色为主色调，运用平

行四边形票幅结合连票设计形式
表现，增强了画面的动感，画面
同时表现了会徽、吉祥物、场馆
以及大雁塔、西安鼓楼等元素，
突出了举办地特色。

该 套 邮 票 由 郭 振 山 、 边
疆、许新语设计，辽宁省沈阳
邮电印刷有限责任公司胶印工
艺印制。

该套邮票在全国指定邮政网
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
户端、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
商城和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程序
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为更加
丰富地展现邮票内容，中国邮政
将通过“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微
信小程序发布数字化内容，可使
用AR功能观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纪念邮票发行

本报通讯员 李 超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
进入焦作邮政直播间，我是你们的主播冯
梦杰。你们看，这是来自温县最正宗的铁
棍山药。被誉为神仙之食的铁棍山药，是
秋季进补的最佳之选，而且，今天参与活
动的宝宝们，还有机会领取满6减5的跨店
优惠券哦……”

9月7日，市邮政分公司通过邮乐网开
展线上直播活动。直播前，市邮政分公司
精心挑选了温县铁棍山药、修武五里源松花蛋等具有当地特色的
农特产品，并邀请两名“颜值担当”的外援主播，配合直播。

据悉，市邮政分公司认真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
发展农村电商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渠道优势和网络优势，积极
探索农村电商发展的新途径，借助遍布城乡的便民服务站，结合

“扫码入会”及合作社走访活动，深入推进“农产品进城”和
“工业品下乡”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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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会主会场。 彭志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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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杏村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巨
大变迁。百年来，这里改变的是村庄面貌
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节节高，而不变
的是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

从尽美家园到尽美干部学院，王尽美
这个伟大的名字已深深地契入当地百姓生
活中，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北杏人骨子里流
淌着一种朴素的红色基因。从一脉相承的
红色文化建设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尽美故里已然成为激荡
时代脉搏的红色热土。

激荡时代脉搏的红色热土
□窦浩智

尽善尽美

王尽美笔下的乔有山今貌。 （本栏照片均由潍坊日报提供）

➡北杏村旧貌。

⬆现在的北杏社区尽美家园。

潍坊日报全媒体记者 窦浩智
李国栋

“最后一批村民最近就将全部
入住了，整个尽美家园小区接收了
包括原北杏村和周边四个村的1500
多户村民。”北杏社区党委副书记
赵增恩告诉记者。近日，记者来到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故乡——诸
城市枳沟镇北杏社区，亲身感受先
烈家乡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北杏出了个王尽美

北杏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
家乡。1898年，王尽美出生于大北
杏村 （后称北杏村，现为北杏社

区） 的一个佃户家庭，是山东党组
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参加了
中共一大、二大，在党的创建和早
期革命活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加党的一大后，他将名字由
王瑞俊改为王尽美，立志“尽善尽
美唯解放”，奔走于齐鲁大地，使
山东各地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1922年1月，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参
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
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回国后扎实推进山东的工人运
动。6 月组织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山东支部，并亲自担任主
任，负责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同
年7月，王尽美被调往上海，同毛
泽东、邓中夏等共同起草制定了

《劳动法案大纲》，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提供了行

动纲领。
他 成 功 领

导了京奉铁路工人第一次大罢工，
并参与领导了驰名中外的开滦五矿
工人大罢工斗争。他还与邓恩铭等
一起建立青岛四方机厂和胶济铁路
总工会，领导四方机厂和胶济铁路
全线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直到
1925年病危时，王尽美依然参与领
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反帝斗
争，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了重大贡
献。

由于长年的革命活动和四处奔
波，他积劳成疾，因肺病于1925年
8月19日逝世。

2009 年，王尽美被评为 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之一。

英烈家乡由穷变富

经历百年奋斗，烈士家乡早已
沧桑巨变。曾经贫穷落后的小村庄
如今已成为一片生机无限的红色热
土。

8月28日，记者在北杏社区尽
美家园看到，数十座单元楼整齐划
一，小区道路宽阔整洁，太阳能路
灯点缀着红彤彤的中国结成为一道
夺目的风景，偶见悠闲散步的三三
两两的村民，漫步于小区内，满目
和谐乐居的景象。

“小区里免费为村民安装了太
阳能并开通了天然气，免费安装了
取暖壁挂炉。”赵增恩说。

说起北杏村的变迁，83岁的老
党员郑连科说不尽的感叹：“以前
早些时候住的都是草坯房，后来房
顶换成了瓦的，但房体还是夯土

墙，低矮潮湿。”
郑连科是 2014 年第一批入

住尽美家园的村民。“一排别墅
有的四户，有的六户，都是120
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现
在村民的生活早已今非昔
比了。”

王佃连是老北杏村村
民，是村里有名的致富带
头人。记者见到王佃连时，他
正带着乡亲在田间打理樱桃基
地。

1992年他退伍后曾被安排到一
家企业工作，企业破产下岗后便在
社区开了一家蔬菜果品店，除了满
足社区百姓需要外，他一有空便投
身社区的公益服务当中。现在，他
用自己的勤劳和技能带着30多名村
民为社区和基地提供一些服务。

红色热土焕发生机

100 多年前,王尽美告别家乡投
身革命前登上家乡的乔有山，远眺
着滔滔潍河水，挥笔写就那首激昂
的诗篇:“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
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
乔有看沧桑。”百年后的今天，乔
有山上生机一片：富硒榛子园、
有机蔬菜园、瓜果采摘区、葡萄
采摘园、板栗采摘园、野生酸枣采
摘园……初具规模的乔有山红色农
耕文化园成为北杏人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的强力引擎。

在如今的老村址上，王尽美故
居修葺一新，新建成了王尽美烈士
纪念馆、党性教育主题展馆和尽美

干 部
学院，几
个片区有
机融为一
体，新一代北杏人接过了尽美精神
的接力棒，在故居的基础上全面建
成了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党性教
育基地。

近年来，潍坊市及诸城市各级
还投资建设了“尽美广场”“北杏
村史馆”“知青记忆馆”“党建融联
体展馆”“尽美放羊小道”等，进
一步统筹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倾力
打造以“尽美文化”为引领，集党
史学习教育、初心教育和红色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红色文旅小镇。

小全张样稿。
（市邮政分公司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