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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提出要大力改进文风顺民心、合民意，必

将促进党风和政风的转变。文风由人去承载和实践，特

别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从自身带头做起，推进文

风转变。

一要注重加强修养。文如其人。文风是个人修养高

低的外在表现，修养是文风的内在根源。只有不断加强

修养，才有可能不断改进文风。我们必须以坚定的理想

信念为出发点，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事

业观为导向，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形成信念坚、品德高、

能力强、作风实的品格修养。

二要重视学习积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应

始终把学习摆在重要位置，向书本学习，学习政治经

济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增强执政本领；向群众学习，

借鉴丰富经验，剖析鲜活案例，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向文件学习，领会政策实质和上级精神，寻找

促进发展的机遇和办法。这样，才能有理有据，令人

信服。

三要切实改进作风。改进文风必须改进作风，否则

无异于纸上谈兵。当前，最突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

基层，最生动、最鲜活的语言在发展第一线，我们必须

改进工作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深入基层，掌

握一线资料，耐心解剖麻雀。这样，出台的文件才会切

合实际、丝丝入扣；讲出的话语才会具有针对性、操作

性，才会平实有效。

四要熟练驾驭语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有些人脱

稿讲话时，词汇丰富、事例生动、很受欢迎；依稿而讲

时则少了生气、多了死板，不那么吸引人。这就要求我

们在不断提高自己口头表达能力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

的文字表达能力，无论是即兴讲话还是有稿讲话，都能

用最简洁的话把道理说明白、把问题讲清楚、把办法拿

出来。

五要坚持讲自己的话。讲话、提要求应当能抓住关

键、切中要害。一般的工作会议讲话，最好事先腹稿，

脱稿讲话，力求简短、管用。如果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讲

话，最好自己准备讲稿。即使不能亲自起草，也应该在

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打好腹稿、列出提纲，谈给工作人员，

请他们帮助整理。尽量避免只给主题不给想法，杜绝脱

离实际、拖沓冗长、四海之内皆可用的材料。

第十七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

资贸易洽谈会于4月 5日至 9日在

古城西安举行。本届西洽会历经5

天，来自 74个国家和地区近 4000

名境外客商参会参展，专业客商

达 10 万名以上，境内外媒体 427

家、记者1126名。推介交流了总投

资额 5000亿元的 300个重点项目，

签订省际间合作项目合同总投资额

7951.89 亿元，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合同额26.55亿元，内贸合同成交

总额516.87亿元。我县做为全省十

强县之一，高起点规划，多举措保障，

使“凤县热”传遍省内外客商，“凤

县风”劲吹四月古城——

筑巢引金凤  古城铸辉煌 

3 月初，在县委书记张乃卫、
县长郑维国等县领导的带领下，我
县多支招商小分队前往河北、武汉、
广东佛山、深圳等地通过面对面
的项目推介和洽谈开展招商引资活
动，有针对性地进行项目推介。同

时，我县还建立了在全国各地工作
的凤县籍能人贤士档案，聘请其中
的 20 位成功人士组成招商引资智囊
团，他们利用在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等经济发达地区拥有的广泛人
脉资源，积极把凤县招商项目向外
推介，引进投资客商。

同时，我县把 2013 年确定为发
展环境优化年，扎实开展投资发展
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围绕
项目建设、企业周边环境、干部作
风等内容，以思想纪律作风教育整
顿为契机，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
形成了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近年来，我县把招商引资工作
确定为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跨越发展
的“一号工程”和“一把手工程”，
专门建立了以县级领导包抓、县级
相关部门牵头、有关单位配合参与
招商工作机制。今年年初，又下发
了凤办发 28 号，将 2013 年招商引
资十大专题活动重点工作任务分类
分解落实到各单位和各责任领导。

进一步明确各专题招商活动的项
目、重点区域和包抓领导、牵头单
位、参与单位，夯实相关领导责任，
确保各专题招商活动取得实效。县
上还将专题招商工作任务进展情况
列入各有关单位年度考核范围，对
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个人予以表
彰奖励，对工作不力、未完成招商
任务的进行通报问责。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发
展凤县”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呼声，

“投资凤县”已被众多客商所关注。
蓬勃发展的凤县招商工作，为我县
招商引资工作风靡西洽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精雕细琢赢眼球 专题推介展亮点

4 月 4 日，西洽会开幕前夕，
凤县抢抓这一良机，率先在西安举
办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暨招商引资
项目签约仪式，现场推介旅游，并
当会签订了宏润风电、羌族风情园
等涉及新能源开发、旅游产业发展、
生态工业等 17 个项目，引资 50.8
亿元。推介会上，凤县就新版《凤
飞羌舞》山水实景演出和特色的旅
游文化活动进行了重点新闻发布，
邀请广大游客走进七彩凤县，踏上
财富之路，共赴开启资源开发的创
业之旅、投资置业的淘金之旅、观
光揽胜的浪漫之旅、探秘溯源的文
化之旅、保健休闲的养生之旅。同
时，对精心谋划包装的总投资 51.97
亿元的十大类 65 个招商引资项目进
行了推介，诚邀省内外客商考察论
证、投资兴业。

为确保第十七届西洽会招商引
资效果，我县立足资源禀赋特点，集
中利用 2 个月时间从新型工业、现代
农业、生态旅游和城镇基础设施四个

方面精心筛选包装了一批产业化大项
目，包装项目 80 多个。同时将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完善，编
印了 2013 年《凤县投资指南》。在宝
鸡市“西洽会”组团筹备工作会议召
开后，我县及时成立了领导小组，制
定印发了《筹备工作方案》，确保了
我县参加西洽会的组织领导。

经过前期的精心筹备，在 4 月
3 日晚，我县又组织召开了第十七
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
会宝鸡 ? 凤县分团筹备工作会议，
印发了《关于第十七届“西洽会”
凤县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暨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仪式职责任务分解的通
知》，进一步夯实工作责任。正因为
精细化研究，高标准落实，才确保
了我县良好的参会效果。

密集宣传展形象 最美小城成焦点

在第十七届西洽会上，我县精
心布置宝鸡展馆凤县展位，组织参
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我县极具代表性
的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和旅游工艺
品，展位布置精美独特。4 月 5 日
上午，宝鸡市市长上官吉庆，副市
长丁琳在县委书记张乃卫的陪同下
来到我县展台查看布展情况，对我
县的参会布展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参会期间，由县领导亲自带队共参
加省际经济合作交流大会、宝鸡市
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合作恳谈会、海
南省人民政府项目推介会等各类经
济合作洽谈会议 11 场次，共发放
宣传推介资料 3000 余份，对接客商
31 家，搜集投资信息 12 条。

为了增强宣传推介效应，县旅
游部门安排 10 名工作人员着羌服、
披绶带，以“秦岭花谷、美丽凤县”
为主题，举牌在各展馆、会议中心等

处开展巡回宣传推介。共发放文化旅
游及招商引资项目宣传推介资料 5000
余份，联系对接客商 60 余户，搜集
投资信息 40 余条。羌族姑娘宣传凤
县被《陕西日报》以《凤县羌妹闪亮
西洽会》为题在头版登载，为本届西
洽会增添了浓厚的凤羌元素。

展会期间，我县还邀请到新华
社、西部网、华商报、三秦都市报、
陕西日报等 12 家新闻媒体跟踪宣传
报道，在省、市、县各级媒体发布
新闻稿件 20 余篇；同时，每天在曲
江会展中心、大雁塔北广场等繁华
地段的 30 个新华社高清电子显示屏
上，同时以 5 分钟一次的频率滚动
播放凤县旅游宣传片；我县还在西
安的主要公交线路和人流密集区投
放了 21 辆公交车的车体广告，在陕
西广播电视台公交移动电视投放旅
游宣传广告 1000 余辆次；在陕西卫
视、陕西三套、陕西七套的黄金时
段以及有关旅游栏目中发布凤县旅
游宣传广告。营造了良好的活动氛
围，进一步提升了凤县形象，在外
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

栽下梧桐树，引得金凤来。在
参加第十七届西洽会工作中，由于
前期的精心策划包装，举县一致抓
落实，我县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
大的宣传、招商效果，取得了丰硕
的参会成果。同时，本着节俭、高
效的原则，我县精心组织规划，高
标准开展工作，严格遵守中央八项
规定及省委文件要求，精简参会人
员，领导干部一律拼车赴会，会场
不摆鲜花、不讲排场，不接来送往，
繁文缛节少了，工作效率高了，也
成为客商青睐的因素之一，从而让

“大秦岭的会客厅”成为本届西洽会
一抹亮丽的风景。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

局出发，对改进作风，加强惩防体系建设提

出了明确要求。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个

人认为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应该从加强机关

效能出发，在工作中做到务“实”、取“信”、

提“能”。

“实”就是力求实效，力求实际。乡镇

领导干部是最接近广大基层群众的一级工

作人员，更应该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力戒空话

套话、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不只到村

干部中间去，更要到群众中间去，“深入了

解真实情况，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

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

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切实落实市委、

县委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要求，这样从实际

出发才能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信”则有两层意思：一是信誉，加强和

改进作风建设，必须树立鲜明导向，强化榜

样引领。领导干部要带头讲信用守信誉，带

头改作风、带头抓作风，切实遵守党风廉政

建设各项规定，时刻做到“心清”、“身正”、“行

廉”，才能取信于民，在具体工作中，答应群

众办的事要按时做到，按时办好，办不到做

不好的事情不轻承诺、轻答应，以防失信于

民。二是信念，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贯

穿工作始终，对待来镇办事的群众，全体工

作人员不能高高在上，顶撞、刁难群众，要

以礼相待，文明用语，和蔼可亲，“来有迎声,

问有答声,事有回声,走有送声”，使群众满

意而归，切实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亲民为民。

“能”就是能力、能耐。要实干，也要

能干，当今时代在快速发展，知识在快速更新。我们只有充分

发挥智慧潜能，及时充电补脑、提升能力、与时俱进，主动摸

索本职工作中的一些方法，潜心思考，掌握事物规律，学会用

先进的经验、科学的理念作指导，熟练掌握岗位知识，不断提

高业务知识和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本职

工作的行家里手，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关于改进文风的思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的体会

□县工信局局长 康德琦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下大力气改进作风
——我县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体会文章（摘登）

古城四月春潮涌 凤鸣九天起宏图
——凤县参加第十七届西洽会综述

□刘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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