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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推动凤县科学发展

本报讯  “十八大会议的主题是什

么 ?请回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 ,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解放思想……”

近日 ,县检察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十

八大知识竞赛。

“我们通过竞技的手段,以赛促学,更

容易让十八大精神在干警中入脑入心 ,让

每一名检察干警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熟知究竟为谁执法 ,为谁掌

权。”检察长马宝峰告诉笔者。

据了解 , 十八大会议召开后 , 我县

检察院迅速通过网络、报纸等渠道 ,收集

汇总报告全文和十八大会议精神相关解读

文章 ,印发给全体干警 ,同时为每位干警

配发了专门的学习笔记本，现在 , 每名

干警记学习笔记已逾万字 ,撰写心得体会

2篇以上。                   （周晓涛）

本报讯  12 月 14 日，宝鸡市委宣讲

团在我县举行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市

委理论讲师团成员、市发改委副主任周毅

同志为全县 300 余名党员干部作了一场精

彩的报告。

报告会上，周毅通过自己的深入研

究和体会，条理清晰、生动深刻地为大

家讲解了十八大的历史意义、十八大报

告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学习贯彻十

八大精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义；

阐释了十八大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方

针政策、工作部署，对十八大提出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剖析了十八大中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 ,

如何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 ,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等

方面问题，他认为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

义因素 , 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 , 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 , 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国家统一、长治久安。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宏斌在主持

报告会时要求，各镇、各部门要把学习十

八大精神作为中心内容，高度重视，深入

领会，将报告精神及时传达到干部职工中

去，不断巩固、深化对十八大精神内涵的

领悟；县委党校要把十八大精神宣讲作为

重要课程，分期、分批把科级以上领导干

部轮训一遍，县委宣讲团要深入基层、学

校、社区、农村、企业开展面对面的宣讲，

将学习宣传贯彻十八精神推向新高潮；要

紧密联系县域发展和广大干部群众思想

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将精神

落实到加快发展上，落实到年终各项目标

任务上、落实到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上，做

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秋夏成）

本报讯  12 月 11 日，我县

国税、地税系统共同举办十八大

精神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张乃

卫应邀向全体税务干部宣讲十八

大精神。

张乃卫结合自身体会，从

“紧扣一个主题，明确两个目标，

创新三项举措，抓住四个方面，

坚持五位一体，落实六项任务，

推进七个创新，践行八项要求”

八句话出发，对十八大报告作

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和解读。会

场气氛严肃活跃，通俗易懂、

妙语连珠的报告引得现场掌声

不断。

张乃卫强调，国税、地税

系统在前期开展十八大精神学

习活动的基础上，要切实把党

的十八大精神转化成推动工作

的强大动力，增强做好税务工

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

理清税收改革和发展思路，积

极研究和解决税收征管领域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十八大精神贯

彻到税收工作中，努力构建和谐征纳关

系，不断深入优化纳税服务，以加强税

源管理为重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确

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进全县税

务事业科学发展。

副县长王桂山就国税、地税系统继续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全力

完成目标任务作了具体要求。县国税局、

地税局分别就十八大精神学习和税务征收

作了工作汇报。                （刘鸿）

本报讯  近日，我县举办了第十三期

凤县大讲坛，特邀中共西安十八大精神宣

讲团特聘专家钟卫国教授作了“十八大精

神解读”专题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郑

维国，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传中等县

领导和全县近400名领导干部听取了报告。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佑宏主持会议。

讲座中，钟教授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

题，条理清晰、生动深刻地为大家剖析

了十八大的历史意义、十八大报告的主

要内容和精神内涵、学习贯彻十八大精

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义。钟卫

国教授重点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主要内容

与精神实质，深入分析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

有问题的关键。他说道，只有推动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

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他将理论分析、列

举实例相结合，通过精要分析经济发展、

政治体制、文化建设、民主建设等要素，

深刻剖析了十八大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为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断

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胡佑宏指出，钟教授的辅导报告深入

透彻、站位高远，既有深刻分析，又有系

统性解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思想性和

指导性，听后深受教育，很受启发。他要

求，各镇、各部门党组织要认真研读十八

大文件，在全面准确深刻领会上下功夫，

要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掌握为重点，认真

做好十八大精神的宣传工作，要紧密联系

实际，以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各项

工作的开展。

讲座结束后，全体听讲人员一致认

为，钟教授的辅导深入浅出，内涵丰富，

语言幽默，气氛活跃，对今后学习宣传贯

彻好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各项工作有重

大意义。                    （秋夏成）

本报讯  近期，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

大精神，强化工作人员的纪律意识和廉洁

从政观念，综合执法局全体工作人员按照

“四对照四检查”认真自查自纠，以集中

学习、个人自学、开展交流等多种形式掀

起了学习的高潮。

在活动中，全体执法人员对照典型查

思想、查作风，对照制度查漏洞、对照问

题查根源，通过下发意见征求表、执法现

场访谈、召开自查自纠座谈会等形式，全

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征求意见，查纠出

局机关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监督检查

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部分工作人

员存在着法制意识、财经纪律意识淡薄，

案件的办理程序不够规范，执法队伍的专

业素质亟需加强提高等问题。经梳理归类，

共查出共性问题和不足8类 26条，个性问

题26条，为下一步制定整改措施，全面完

成整治活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陈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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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卫国教授做客大讲坛 解读十八大报告精神

检察院：

知识竞赛促学习

综合执法局：

整顿作风提素质

本报讯  日前，黄牛铺社区服务中心广场歌

声嘹亮，鼓声铿锵，热闹非凡，走近一看，原来

是十八大精神宣讲小分队正在进行文艺展演。

据悉，十八大闭幕以来，黄牛铺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和宣传工作，采取

讲座辅导、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在机关内部开展

学习宣传活动。同时，由镇文化站牵头组织，以

镇机关干部、各村文艺爱好者为主组建了 50 余

的临时演出小分队，进村、进社区开展文艺演出，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当地群众宣讲十八大精神。

小分队以腰鼓表演，独唱、知识问答、发放

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十八大精神实质，

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观看文艺表演的同时增长了

十八大知识，领会了精神实质，受到当地群众一

致好评。                  （郑瑞 文  何鹏 图）

文艺队街头宣讲十八大

本报讯  连日来，双石铺镇村、社区、

两新组织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十八大报告、

领会十八大会议精神、畅谈个人体会等方

式，切切实实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潮。

在学习方法上，镇、村、社区、两新

组织党支部坚持“镇领导深入学、村领导

带头学、党员群众普遍学”的原则，利用

报纸、网络、远程教育等方式第一时间原

原本本学习十八大报告全文，深刻领会精

神实质，力求“入耳、入脑、入心”。镇

机关干部带队巡回各村、社区、两新组织

进行宣传、讲解；各级党组织还利用政务

公开栏、黑板报、阅报栏等载体开办了学

习十八大精神专栏，加大十八大精神的学

习宣传力度。

通过十八大精神学习，全镇干部群众

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思想进一步解放，

思路进一步清晰，为扎实有效地推进和完

成今年的各项工作、提前谋划好明年的工

作增添了强大的思想动力。（王晶 张艺伟）

本报讯  近

日，县烟草专

卖局党支部结合

当前的工作实际，组织党员干部对胡锦

涛总书记的报告要点进行深入学习贯彻，

明确要求以具体三项举措切实落实县委

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贯彻十

八大会议精神。

该党支部要求党员、干部确保思想

上跟得上、行动上高效率、成效上有特色。

要立足当前工作实际，通过认真学习行

业政策方针和各

级领导的工作部

署，确保在思想

上与上级要求保持高度一致。强化时间观

念，严格规范管理，狠抓制度落实，倡导

立说立干，力戒光说不练，以等不起的紧

迫感，“跳出陕西看宝鸡，跳出宝鸡看凤

县”，积极学习标兵单位的建设经验，对

照行业五条“管理创一流”标准，查漏补缺，

把每一项工作都“做细做优做精”，确保

工作成效上有特色。            （冯丹）

双石铺镇：

创新形式抓学习 

    县烟草专卖局：

学习做到三确保

本报讯  十
八大召开以来，

平木镇党委在

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中，结合全镇

工作实际，全力推进各项工作展开，努

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该镇召开了全镇镇村干部、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专题学习会，组

织党员干部收看远程教育站点节目，

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成立 3 个

宣讲组，深入全镇 10 个村巡回宣讲十

八大会议精神。

同时，将十八

大会议精神与

“创先争优”、“三问三解”等活动相结

合，与全镇农民增收、护林防火、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综治维稳、党员干

部教育、群众生活等实际工作相结合，

转变党员干部作风，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办事能力，促进

全镇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快速发展！

                    （储金红）

    平木镇 :

结合实际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