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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八大精神专刊

2012 年 11 月 30 日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以来，全县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
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是全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县党政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各界团体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纷纷组织干部职工以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活动，本报现将全县十八大学习活动开展情况摘登如下，
为各部门、单位相互学习提供借鉴，促使学习活动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推动凤县科学发展
县委办：

县人大：

政府办：

县政协：

学好精神 服务全县发展

注重实效 促工作创新发展

六个一 让精神落实在工作中

以学习促进工作点全面开展

本报讯 近日，县委办把学习和贯
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五型”机
关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扎
实推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
县委办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与
主题宣讲相结合，全面学习报告原文，
深刻领会精神内涵，以实际行动走在学
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队伍前列。坚持按
照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
开展调研，结合实际，科学谋划 2013
年全县工作思路目标。
围绕服务，
以
“精、
准、细、严、实”为基本要求，发挥好
参谋助手、综合协调和服务保障职能，
努力实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
由浅层次服务向深层次服务转变，由传
统型服务向创新型服务转变，为全面完
成 2012 年目标任务，夺取争创全省十
强县“四连胜”
、全市山区县目标考核“六
连冠”
的新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罗文圆）

本报讯 近日，县人大党组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下发了《关于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安排意见》
，并组
织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及离退休老干
部集中学习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文、新
党章和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会议就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人大及
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提
出的要求，
进行了重点学习。会议要求，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要将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在
领会精神实质上下功夫，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在发挥好
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上下功夫，在贯彻落
实、谋作为、出成效上下功夫，以党的
十八大精神推动人大工作创新、持续、
协调发展。
（刘敏）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县政府办召开
专题会议，组织全体成员学习贯彻十八大
精神。要求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十八大精
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紧密联系实际、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把十八大精神落实到
工作中。
县政府办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落
实六个“一”
。即制定一份好的学习计划 ,
每人做好一本笔记 , 写一篇高质量的十八
大精神学习心得体会 , 每人在集体学习过
程中，争取一次领学讲解 , 部门内建立一
个十八大精神学习电子互动平台，进行交
流学习 , 开展一次学习情况考核检查工
作，将检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
会议强调，学习好十八大精神是业务
工作开展的需要。各领导干部要将集中学
习与自学相结合，以股室为主开展学习，
针对重点问题要进行专题学习，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确保学习活动见实效。
（徐飞）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县政协召开
机关全体会议，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八大
报告全文和县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并就做好当
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机关全体干部要采取多
种多样的方式深入学习，全面准确领会
十八大主题和科学发展观内涵。各专委
会和学联组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十
八大精神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内容，
迅速在广大政协委员中迅速掀起学习十
八大精神的热潮；要以学习和贯彻十八
大精神为契机，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
县政协各项工作中去 , 结合年初确定的
目标任务，查漏补缺，做好今年各项工
作的总结收尾和来年的安排谋划；要认
真做好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各项筹
备工作，提前安排，尽快着手，全力以
赴确保会议顺利召开。
（王飞）

县委组织部 :

县委宣传部：

县委统战部：

组工干部要争做学习活动表率

细化分工 全面启动学习宣传工作

社会各界人士热议党的十八大报告

本报讯 11 月 19 日，县委组织部召开全体干部会
议，专题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会议学习了十八大报告
全文和新的《党章》修正案，与会部分党员干部就学习
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心得体会做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
神是目前全党一项首要政治任务，组织部门、组工干部
要争做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模范。要充分认识党
的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要全面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十八大的精神实质；
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努力提高凤县党的建设和组织
工作科学化水平。
会议要求，要抓好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学习教
育，带动全县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要以十八大精神为
指导，高起点谋划明年各项组织工作；要查漏补缺，力
争全面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侯文斯）

本报讯 11 月 19 日，县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集
中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文，与会人员踊跃发言，畅谈
学习十八大报告精神的认识和体会。会议对全县宣传系
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作了动员和部署。
11 月 20 日，县委宣传部再次召开全体干部会议，
详细传达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对会议安排宣传十
八大精神的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分工，明确了工作措施，
确保十八大精神学习宣传各项工作快速启动。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要继续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
专题研讨十八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真
正领会大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结合实际，推进全县
宣传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县级各新闻媒体要办专栏，
对各部门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进行专题报道。
同时，
还要做好党报党刊的征订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全力推
动下阶段各项工作的开展。
（刘鸿）

本报讯 11 月 27 日，县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县
各界人士座谈会 , 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会议对党的十八大主要精神进行了解读，与会代
表从各自行业的不同角度出发，交流了学习十八大精
神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要结合工作实际，真正把思
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坚定理想信念，永远
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立足本职，积极投
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幸福凤县的历史潮流中来。
同时还要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发动更多的人响应党的号
召，立足本岗，勤奋创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
时代里留下奋斗的足迹。
会议强调，各界代表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凤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应有贡献。
（本报记者 田俊雅）

黄牛铺镇：

凤州镇：

留凤关镇：

多措并举 促学习活动深入开展

统筹安排 学习工作两促进

巡回宣讲 推进工作全面开展

本报讯 黄牛铺镇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活动中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迅速在全镇迅速掀起
了学习热潮。
一是集中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学习十八大报告全
文、县委下发各类学习文件及报纸刊登的十八大相关
文章。二是组织党员群众通过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开展学
习，将学习活动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
作结合，为党员、非党村组织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和群
众宣讲传达十八大精神。三是通过网络收集十八大相关
评论员文章、座谈会议视频等信息，通过电脑加投影仪
的方式组织机关干部集中收看，使干部思想认识得到进
一步升华。
（刘佳）

本报讯 近日，凤州镇党委按照中央和省、市、县
委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在全镇党员干部
中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活动。
凤州镇成立了镇十八大会议精神学习活动领导小
组，制定了集中学习计划，明确了学习重点，并将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列入镇村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课程。
镇党委要求，要以多样形式深入学习十八大重大理
论观点、战略思想和工作部署。以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
结合，分组讨论与集中讨论结合的方式，确保学习活动
取得实效。结合农村工作和自身实际学，撰写学习心得
体会。截止目前，全镇镇村干部共撰写学习心得 100 余
篇，举办学习专栏 13 期。
（王瑶）

本报讯 11 月 20 日，留凤关镇召开会议专题学
习了十八大报告及县委张书记重要讲话，对全镇学习
十八大精神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
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宣传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成立 9 个宣讲小组，深入全
镇 23 个村巡回上门宣讲十八大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远程教育、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开展宣
传活动。要切实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全镇当
前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农民增收、护林防火、平
安建设、党员干部纪律作风教育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全力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邓强）

公安局：

人社局：

工信局：

明确认识 开创全局工作新气象

学用结合 以行动落实精神

领会精神 提升管理工作效能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公安局召开局中心学习组扩
大会议，继续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要求，学习落实十八大精神，必须做到思想要
明确、认识要到位、态度要认真、行动要自觉。具体要
做到三点：一要认真学习，用十八精神武装每个党员和
民警的头脑，方式上采取五个一：即每人一本学习笔记 ;
党员干部上一次宣讲党课 ; 各所、队办一期交流学习心
得体会专栏；开展一次知识竞赛活动；做一件党建方面
的实事。二要努力实践，开创全局上下为建成小康社会
保驾护航的新气象。三要振奋精神，扎实做好以向“人
民报告”为重点内容的年终各项工作，务实开拓、超前
谋划 2013 年各项工作的思路打算，力保整体工作收好
今年尾，开好明年头。
（杨建林）

本报讯 11 月 27 日，县人社局召开会议，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局机关全体干部及局属各单位
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了十八大报告全文，并要求局属各单位要
及时召开会议，
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讲，在全系统迅速掀起学
习十八大精神的高潮；要做到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
以学习活动促进工作开展，以工作成绩检验学习成效；
要求每名党员干部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撰写 1 篇以上学
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心得体会，记学习笔记 5000 字以上，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
神上来。
会议同时安排了其他重点工作。
（陈峻锋）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工信局召开机关干部会议，
组织学习十八大报告并安排当前工作。
局党委要求全局上下进一步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
切实把精神实质贯彻到各项工作中。一要进一步组织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报告精神
实质，对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着力提升管理工作效能。
二要毫不松懈、不遗余力、集中精力解决好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三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各项工作的发展思路，把自己的思想、行动统一
到十八大精神上来，落实科学发展，紧紧围绕“两个
确保”
，全力以赴抓好当前工作。
全局干部一致表示，要将学习贯穿到工作中，以
行动践行十八大精神。
( 李娟 )

电脑小技巧
1、 重 装 Windows XP
不需再激活如果你需要重装
Windows XP，通常必须重新
激活。事实上只要在第一次
激活时，备份好 Windows\
System32 目 录 中 的 Wpa.dbl
文件，就不用再进行激活
的工作了。在重装 Windows
XP 后，只需要复制该文件
到上面的目录即可。
2、 如 何 知 道 自 己 的
Windows XP 是否已激活打
开开始→运行，在弹出的对
话 框 中 输 入：oobe/msoobe
/a，回车后系统会弹出窗口
告诉你系统是否已经激活。
3、 关 闭 zip 文 件 夹 功
能 你 是 不 是 觉 得 Windows
XP 中的 zip 文件夹功能太
慢，功能也不吸引人？如果
是这样，你可以打开开始→
运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
入：regsvr32 /u zipfldr.dll， 回
车后即可关闭 ZIP 文件夹功
能。
4、让 Windows XP 也能
刻 ISO 文件 Windows XP 没
有提供直接刻录 ISO 文件的
功能，不过你可以下载一个
第三方插件来为系统增加这
个功能。该插件的下载地址
为：http://members.home.net/
alexfein/is...rderSetup.msi。
5、登陆界面背景变变
色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USERS\.DEFAULT\
Control Panel\Colors]， 将
Background 的值改为“0 0 0”
（不带引号）
，这样登录背景
就成了黑色。
6、完全卸载 XP 有些
朋 友 在 安 装 Windows XP
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
操作系统，这时你可以用
Windows 98 安 装 光 盘 启 动
到 DOS 状态，然后键入：
format -ur 这样可以删除所
有 XP 的文件，并可重新安
装 Windows 98/Me。
7、系统救命有稻草 当
怀疑系统重新启动之前针对
计算机所进行的更改可能导
致故障，可以在启动系统时
按 F8 键，选择“最后一次
正确的配置”来恢复对系统
所做的更改。
8、恢复硬件以前的驱
动程序在安装了新的硬件驱
动程序后发现系统不稳定或
硬件无法工作时，
只需在“设
备管理器”中选择“驱动程
序恢复”按钮，即可恢复到
先前正常的系统状态。但不
能恢复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9、 自 动 登 陆 单
击 开 始 → 运 行， 输
入“rundll32netplwiz.dll，
UsersRunDll”
（不带引号）
，
然 后 在 User Accounts 中 取
消“Users must enter a user
name and password to use this
computer”
，单击“OK”
，接
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
想自己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
即可。
10、 关 机、 重 启 只 要
1 秒钟如果你想让 Windows
XP 瞬间关机，那么可以按
下 CTRL+ALT+DEL，接着
在弹出的任务管理器中点击
“关机”→“关机”
，与此同
时按住 CTRL，不到 1 秒钟
你会发现系统已经关闭啦，
简直就在眨眼之间。同样道
理，如果在“关机”菜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