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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7 日至 19 日，县纪委协

同县两办督查室、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

县电视台组成六个联合督查组，对全县各单

位干部纪律作风情况及思想纪律作风教育整

顿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

这次检查采取不打招呼暗访、视频查岗、

逐人见面签名核对的方式，对春节后干部上

班到岗、电脑使用、上班工作状态、工作日

禁酒令执行等情况，及各单位思想纪律作风

教育整顿活动开展情况、公车私用、公务接

待“三不”规定执行情况，进行了严格的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各单位都严格按照县上

的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思想纪律作风教育整

顿活动，单位工作有序、纪律严明，干部能

自觉履行省、市、县改进工作作风的各项规

定要求，严格执行上下班工作纪律，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全身心投入工

作，工作作风大转变，为全年工作良好开局

奠定了基础。              （俱晓琴 张红）

本报讯  2 月 16 日，春节收假第一天，

我县即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安排部署

全县集中开展落实八项规定思想纪律作风

教育整顿活动。

会议要求，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应以治

庸、治懒、治散、治空、治玩、治奢“六治”

为重点，着力解决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存

在的不正之风。努力做到“五要五不要”即：

要自我加压、不要自满懈怠；要创新突破，

不要因循守旧；要实干兴业，不要浮躁折腾；

要积极进取，不要畏难徘徊；要协作成事，

不要推诿扯皮。

张乃卫指出，要大力弘扬“三高”精神，

深入推进思想大解放，着力解决思想观念

方面存在的问题，促使党员干部干事有激

情、做事有思路、推进有举措、落实有效

果。县委制定的 20 条具体实施意见和 10

项规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同时也要

看到，在高标准严要求下，一些领域和少

数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必须

下功夫整治不良风气，着力推动作风大转

变；要持续开展环境整治和机关效能建设，

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服务意识，落实制度，

完善保障机制，动真碰硬，整治突出问题，

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推动投资发展环境大

优化，从而形成“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

事关系凤县形象”的局面，共同打造最佳

投资发展环境。

郑维国要求，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三问三解”

活动，继续改善投资发展环境，

强力推进纪律作风教育整顿，以政风带民

风，形成全县上下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

力求今年“单项工作争一流，综合工作拿

优秀”的工作目标全面完成；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一定要措施有力，务求实效，充分

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各项

制度的保障作用，充分发挥监督检查、责

任追究的作用，对违反制度的人和事，要

一查到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要立足当前，

狠抓落实，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工作状

态，把精力凝聚到抓项目和促发展上来，

工业、民生各项工作要全面铺开，全力推进，

全县上下要以奋发向上的状态迎接 2013 年

工作的“开门红”。              （刘鸿）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全面建设幸福凤县
本报讯  近日，我县组

织 18 家行政执法单位走上

街头，集中开展优化发展环

境服务宣传活动，向市民现

场解答有关房产、税务、食

品、劳动保障等热点问题，

受到广大群众及投资者的欢

迎。

在纪律作风整顿中，我

县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将 2013 年定为发展环

境优化年，不断提升政府效

能，强化群众的发展意识。

不定期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明查暗访、电视曝光等方式

的监督，各职能部门的一把

手在电视专栏中公开承诺接

受群众监督，先后开展优化

投资环境宣传服务 32 场次。

同时，在各镇及相关部门积极举办

“三观讲堂”教育活动，以“法制观、

是非观、荣辱观”为主要内容，大力

宣传优化发展环境的政策法规，教育

干部群众明辨是非、诚信友善，自觉

抵制无视法纪、见利忘义等行为，牢

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共同打造良

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县司法局等六部

门及所有镇，按照 “三观讲堂”教育

活动要求，精心编撰了《“三观讲堂”

宣讲教材》，部门及镇党委书记亲自

宣讲，通过宣讲人讲、身边群众讲等

多种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法制观、

是非观和荣辱观教育，使之形成依法

办事的法律意识、明辨是非的利益观

念和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通过发展环境优化年活动的开

展，我县各级干部的服务意识不断增

强，广大群众中遵纪守法明辨事理的

风气越来越浓，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

项目引进和建设中，良好的发展环境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客商落户我县，

截止现在，全县 2013 年设计的 100

个重点项目已有 23个项目开工建设。

                （刘涛  刘鸿）  

本报讯  2 月 20 日，年味还未散尽，

河口镇黄牛咀村三组又迎来了一件喜事，随

着清澈的自来水从管道中汩汩流出，村民们

欢呼雀跃，纷纷放起了鞭炮感谢县级部门和

镇党委、政府为他们解决了饮水难题。这是

我县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民想方设法办实

事的一个缩影和体现。

黄牛咀村由于自然环境造成的吃水难，

远近闻名，当地镇村两级干部为了这个问

题费了不少心血和汗水，但由于地下水位很

低、河流经常断流，虽然通上自来水已经好

多年，但村民经常喝不上水，最近两年饮水

管道由于年久失修，水管细、水量小，经常

停水，严重地影响着村民的生产生活，看到

这种情况，村支书潘光兆十分焦急。2012年，

听说可通过县水利局人畜饮水工程项目争取

到政策扶持，潘支书立即和镇上领导及包村

干部到县水利局反映情况、争取项目，去年

9月，县水利局派人亲自将免费提供的 1800

米管道送到了村上，并派专人指导做好了安

装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万事俱备，但是施工费用又成了一大难

题，村干部提出全部人工开挖填埋。但由于

村上的青壮年平时都外出务工，留守的都是

老人和孩子，村支书潘光兆提出，利用春节

期间召集村上的青壮年义务投劳，争取在村

民外出前干完。了解到村里准备正月里赶工

程，镇里的领导和包村干部正月初八一大早

就来到村里，和村干部一道带领村上群众，

加班加点大干四天，共计投劳 70 余人、340

工次，最终在 2 月 20 日全部完成了旧管道

更换和新管道铺设，该组 22 户，78 人的饮

水难题得到了解决。      （田俊雅 吴芊林）

“六治”整作风 力争“开门红”

强化督查促整顿
干部作风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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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花一分钱
解决饮水难

为造就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
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队伍，县综合执
法局组织执法一线的队员和财务、后勤
等全局 31 名干部职工进行了军事训练。
同时，该局还紧密围绕中央八项规定，
以“五要五不要”为内容 ，针对全局

思想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
过学习、完善规章制度、竞聘上岗等方
式，确保执法队员干部在学习风气、思
想作风、工作作风、勤俭意识、群众感
情、廉洁意识、道德素质等方面实现新
的突破。                                （陈红玉）

综合执法局军训练作风 

县纪委要求，全体干部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市委“十

个不准”、凤县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十项规定以及中、

省、市纪委全会精神的各项要求，从自身做起，带

头转作风为全县机关干部做好表率，在学习上不断

充实，能力上不断提高，执法水平上不断强化，树

立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形象；要有一颗敬畏纪律、

敬畏制度的心，坚持把抓干部作风作为一项长期工

作来做，将其贯穿于日常各项工作当中，及时的发

现问题，纠正问题，确保政令畅通。要把落实中央

各项规定，严禁公款吃喝等常态化，尤其要加大对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干部上下班纪律的监督检查

力度，要联合财政局、审计局共同把关，对公款招

待，公车购置维修等严格审核，杜绝漏洞，狠刹歪

风邪气。                             （张楠）

近日，县就业局与坪坎镇联合举办了坪坎镇猪苓种植现场培训会，

全镇 70余户猪苓种植户参加了培训。该镇种植能手吴开华对猪苓种植

从选种到栽种进行了细致讲解，并现场种植猪苓，手把手教农户参与

栽植，一一解答农户的问题。就业局领导鼓励农户认真学习技术、大

胆创业，积极申报小额贷款，并提出为农户创业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增强了农户创业的信心。镇上从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蔬菜、水果种植、

土鸡生猪养殖等方面进行了宣传，动员农户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通过

种养殖进一步实现增收，在全镇掀起实干促增收的发展热潮。（李飞）

县委宣传部要求，宣传干部必须结合宣传工作

的特点准确把握新媒体的特性，严肃工作纪律，增

强责任意识，全面掌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从实际

出发，全力解决工作责任心不强的问题，每位干部

都要从细节出发从自身做起，不断自查反省，认真

谋事，踏实干事，以高度的责任心干好每项工作；

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用

制度规范干部思想纪律作风；要在各项工作中争创

一流，随着凤县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2013 年宣

传工作必将面临更多挑战，面对困难，绝不能懈怠

浮躁，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明确目标，

坚定信心，争先进创优秀，以宣传人的智慧和努力

创出一流业绩。                        （刘鸿）

2 月 16 日下午，县委组织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在第一时间学

习传达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会议精神，并对部机关思想纪律作风教育整

顿活动进行动员部署。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张书记讲话

精神，迅速收心进入工作状态，在进行正常工作的同时，结合部机关

干部思想、工作、纪律等方面切实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认真开展

教育整顿活动。要以“六治”为重点，以做到“五要五不要”为目标，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围绕中心工作，真抓实干，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

扎实的工作作风实现新一年工作的良好开局。            （侯文斯）

县住建局要求，干部职工要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六治”和

“五要五不要”，联系实际，深入自查，切实整改，要做到以学为先，

学以致用，将此项活动推向深入；要坚持学改并举，令出即行，迅速

安排部署，在学习中转变作风，在工作中检验学习成效，做到教育整

顿活动与推动当前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三要突出重点，抓出实效，

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切实解决工作推进、队伍团结、思想纪律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坚决杜绝敷衍了事、走过场，促使全局工作水平、工作

质量、工作成绩实现更大的飞跃。                      （住建局）

县委宣传部 : 夯实责任争一流

县委组织部：真抓实干转作风

坪坎镇：技术培训到地头 

住建局 : 学改并举两促进

县纪委：率先垂范抓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