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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句
容市茅山镇春城
集镇的得撒石磨
豆腐村乡村酒店
正式迎客。酒店
以当地石磨豆腐
为特色主题，结合
乡村旅游，让都市
人群体验回归自
然的“节能、环保、
低碳”生活方式。

张金荣

“刘老庄村的发展一定要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红色产业，走红色旅游路线，以集体经济提升解决群众难题、办好
民生实事。”近日，淮安市淮阴区委书记董国喜在基层党建工作联系点为刘老庄村未来的发展“把脉问诊”。

淮阴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紧扣“为民初心”主线，在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参加一个“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讲授一堂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微党课、召开一场乡村振兴党员群众座谈会、进行一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专题调研、解决一批民生历史遗留问题、开展
一场安全生产专题宣讲、组织一次集中走访慰问等“七个一”活动，而上述场景就是“七个一”活动的一个缩影。

重温入党誓词 感悟为民初心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6月18
日，董国喜到挂钩联系点刘老庄村开展“七
个一”活动。现场，他与镇村党员干部代表
面对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董国喜说，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
上入党一生一世，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要让
所有党员时刻牢记入党时的为民初心。

为进一步补足全区党员精神之钙、
坚定为民初心，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落
到实处，淮阴区22名区四套班子党员领
导干部到基层党建联系点参加“重温入党
誓词”主题党日活动，与1800余名基层党
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畅谈入党初心和心
路历程，并在联系点讲授一堂专题微党课，

与基层党员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助力
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同时，各镇街、各
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带领全体党员在党旗下
隆重宣誓，37000余名党员铿锵有力的宣
誓声响彻了淮阴。

一线走访调研 筑牢为民初心

“近期，区领导多次到我们企业走
访，一遍遍叮嘱安全生产责任，一次次指
导党建工作。领导们的关心，增添了我
们逆势发展的信心。”江苏纽泰格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介绍道。

在全力推进“四个新淮阴”建设之
际，该区结合党建引领高新区产业发展

“红领矩阵”项目，明确将进行一次党建引
领企业发展专题调研、深入一线开展一场
安全生产专题宣讲等纳入“七个一”活动，

督促全区党员领导干部到挂钩企业开展
走访调研，通过宣传党的政策理论、强化
组织建设、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帮办项目
手续、解决困难问题等措施，压紧安全生
产责任，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同时，由
区四套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深入挂钩
镇街，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宣讲，将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纳入宣讲内容，引导全区
干群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为淮阴高质
量发展奠定基础。

自“七个一”活动开展以来，该区党
员领导干部已深入企业调研186次，覆
盖企业145家，进行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39场，现场解决发展难题268个。

办好民生实事 践行为民初心

“老旧小区，充电是个大难题。高空

拖线太危险，不拖线又没有电……”佟洼
小区住户王啸在乡村振兴党员群众座谈
会上说道。事关民生，哪怕再小都紧盯不
放。会后，淮阴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淮
安高新区常务副主任葛玉海结合座谈会
内容，在充分征求意见后，确定将佟洼小
区充电桩、充电棚项目纳入佟洼村“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为提升“我为群众办实事”质效，该
区把召开一场乡村振兴党员群众座谈
会、解决一批民生历史遗留问题列为“七
个一”活动“必选动作”。党员领导干部
主动到所联系的村（居）召开座谈会，听
取挂钩村（居）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
盼”问题，并集中排查一批矛盾突出、制
约发展、影响稳定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
集中力量抓好攻坚。截至目前，已汇总
梳理“急难愁盼”问题 380余件、解决
342件，列入各镇街、部门单位“我为群
众办实事”项目清单108件，今年年底将
全部解决到位。

“我们要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契
机，真抓实干、乘势而上，以实实在在的
发展成效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董国
喜表示。

陈经纬 邵伟程 乔珍珍 种宇轩

淮阴区扎实推进“七个一”活动

把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迁市
洋河新区坚持“学、改、立、真”推动作风
建设大转变，摸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
的作风提优之路。

“学”——学党史、悟思想。该区将
学党史作为主线贯穿作风提优行动全过
程，始终把学党史与攻坚克难、工作落实、
作风小切口项目、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
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
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

“改”——改不足、抓落实。该区制

定《关于在全区开展“三真三实”作风提
优行动的实施方案》，围绕对标赶超“大
比武”、作风顽疾“大督查”、专项整治“大
落实”、作风效能“大体检”、建章立制“固
长效”5个方面细化目标任务、列出担当作
为正面清单、明确责任分工、提出时限要
求；紧扣“责任担当”主线，党工委、管委会
带头查摆问题，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小
切口”项目等推进问题整改，实现“问题、
任务、责任、整改、提优”闭环管理。

“立”——立标杆、争一流。该区紧扣

学习党史开新局目标，认真谋划2021年列
市高质量考核，今年以来先后三次召开经
济形势分析会，主动对标列市指标先进区，
明确具体追赶对象，锚定更高目标、确定更
优思路、拿出更实举措，在全区掀起了“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该区在官方网站开
设“‘三真三实’作风提优行动”专栏，深入
挖掘和广泛宣传作风提优行动好经验、好
做法，评选“作风之星”6名、“优秀范例”5
个，引领全区干部学习先进、争当先进。

“真”——真督查、严考核。该区始

终坚持在服务重点工程建设、服务重大
产业项目推进、服务重点工作落实中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和作风建设成效，对督
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交办并限期反馈整改
情况，通过每月印发通报、年底兑现考核
的方式压实责任。对作风督查中发现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等现象，
及时通报，并通过全区“负面典型”案例
评选和通报，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奖优
罚劣、狠抓落实、规范精细的良好氛围。

刘海 苗道平

宿迁市洋河新区：学习党史促作风提优

涟水县住建局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落实
责任、完善制度、强化督查，切实做到“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全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强化担当意识，让廉政责任落到实
处。党风体现党性，作风决定形象。该
局党委与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了
《党风建设责任书》，将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与全年重点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
实，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履行“一岗双
责”，落实组织领导、学习教育、监督管理
责任，真正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党风
廉政建设就深入到哪里。召开廉政建设
工作集体约谈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严

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同时，不断完善党风廉政责任体系，

实行目标责任清单管理，厘清党组织与
个人、主要负责人与领导班子成员、上级
党组织与下级党组织之间的责任界限，
把责任内容细化为实实在在、可量化的
具体工作任务，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目标
责任真落实、全覆盖，并逐步建立定期汇
报讲评、专题分析督促、对照述职考核制
度，全过程推进责任落实。

加强监督检查，让作风建设起到作
用。认真抓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采取
内部查找和外部监督两种方式督促各科
室、下属各单位加强作风建设，解决突出
问题，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坚持“纠建并举，惩防结合”方针，以
决策与执行为重点环节，以人财物和易
滋生腐败的部位为关键点，优化权力运
行流程，加强内控约束，建立健全权、责、
利制衡的制度体系，坚决纠正慢作为、不
作为，态度“生硬狠”“吃拿卡要”等损害群
众利益的行为，使制度规定成为“真老
虎”、带电的“高压线”。截至目前，共查找
出涉及行政审批、工程管理等岗位的突出
廉政风险点8个，立案查处5人，问责2人，
提醒谈话6人，诫勉谈话1人。

强化警示教育，让思想防线更加牢
靠。该局始终坚持把廉政教育抓在经
常、融入日常。狠抓风险防控。严格执
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大力推行党务公

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严格落实重大
事项集体会商决策制度，消除权力寻租
空间；严格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措施，在已
有廉政风险点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排查、
梳理汇总，消除各类风险的死角盲区，针
对每个风险点制定跟进防控措施，努力
从源头上扎紧制度的笼子，确保各项工
作规范有序开展、安全顺利完成。狠抓
警示教育。加大党史学习教育的广度和
深度，以史为镜，对镜自照，查找自身问
题。狠抓苗头治理。加大对资金密集重
点领域、权力行使关键环节和涉及群众
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具体事务监管力
度，切实把问题拦在“四种形态”之外，苗
头消灭在萌芽状态。杨冬明 汪志豪

涟水县住建局：学好百年党史 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徐州市鼓
楼区环城街道按照高站位、高标准、高质
量落实工作要求，通过“干部带头学、老
少同台学、专题辅导学”等多样形式，不
断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攻坚克
难、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把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变成贴心事、暖心事。

创新学党史，从“红领巾”到“夕阳
红”。环城街道采取“大手拉小手、百名
党员结对百名儿童、老少同台”等“聊家
常”形式打造别开生面的红色课堂。该
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开展“童心
向党”主题教育，300余名少年儿童相继
参加“红色基因代代传”“百年党史少年
说”“我向党旗敬个礼”等活动，充分点燃
了少年儿童学习党史的热情，种下爱党

爱国种子。
“千钧一发之际，王杰大喊一声‘闪

开’，便飞身扑向炸药包……”55年党龄
的煤港社区老党员徐汝明，志愿为居民
讲述英雄王杰的故事。作为英雄王杰
生前的战友，徐汝明在街道组织发动
下，在小区里定期开设“党史课堂”。针
对街道党龄 50 年以上的 589 名老党
员，环城街道采取更灵活、更接地气的

“庭院党校”“银发生辉”讲习团等形式，
火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用足“资源+”，从“周边游”到“家门
口”。4月，鼓楼区委联合各承办单位，
因地制宜将“八号门事件”旧址打造成为

“资源独特、内涵丰富、可观性强”的“党
史教室”。近日，“八号门事件”旧址成功

入选江苏首批100个红色地名。
在“八号门事件”旧址前，闸口社区

74岁退休老党员王洪叶向一批批党员
群众讲述着江苏境内首个中共党支部
诞生的故事。作为街道“银发生辉”讲
习团成员，王洪叶曾在徐州铁路分局工
作多年，如今他主动走上宣讲一线，成
为辖区“百姓名嘴”。环城街道进一步
打造红色“资源+”，将其作为群众“家
门口”的“党史能量站”，组织广大干部
群众纷纷走进这一红色地标，重温入党
誓词、聆听红色故事。

瞄准“落脚点”，从“学思悟”到“事办
实”。前段时间，结合“三供一业”改造
工程，环城街道配合业务部门对辖区王
场电厂宿舍、铁路35宿舍、四道街电厂

宿舍等9个小区124栋楼体进行综合
整治。粉刷外立面9600平方米，改造
下水管网3400米，拆除违建600余平
方米，规范停车位300余个，惠及居民
2903户8000余人。

这是该街道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鲜活投射。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环城街道通过摸底调
查、群众反映、协商议事等途径，梳理6
类 28 项“解难清单”并实行“销号管
理”。“要注重强化知行合一，用走心的
为民服务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在办实事解难题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提升群众幸福感安全
感。”环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娄永表示。

汤召华

徐州鼓楼区环城街道：全面发力学党史 凝心聚力办实事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连
云港市市政公用公司党委、纪委提
高政治站位，把握目标重点，压紧
抓实责任，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党风
廉政建设有机结合，从严从实推动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向纵
深发展，不断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
防线和行为底线。

6月11日上午，公司党委和纪
委组织公司领导班子、本部各部室
负责人、各权属公司领导班子及党
建纪检工作人员，一同参观“中国共
产党纪律建设史”专题图片展，并
在现场开展“学史促廉守初心”主
题教学活动。通过重温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史，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感受纪律力量，强

化党性修养。跟随工作人员的专
题讲解，参观人员认真重温党的纪
律建设的光辉足迹，感悟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深刻认
识党先进的政治属性，不断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家纷纷表
示，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实
际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传承
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在参观完党的纪律建设史专题
展览后，公司党委召开了党风廉政
建设推进会，组织开展公司廉洁责任
集体约谈活动，在引导党员干部们接
受廉洁文化熏陶的同时，把严的主基
调长期坚持下去，以强有力的纪律监
督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连国资 倪泽华 李建鸣

连云港市市政公用公司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近阶段以来，宿迁市宿城区幸福
街道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充分发挥社区纪检委员监督

“前哨”的作用，充分了解社情民意，
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真正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截至目前，该街道各社区纪检委
员已组织走访群众320余人次，收集
意见建议 62条，推动解决问题 19
个，涉及社区重大事务、财务和干部
作风等事项。

今年以来，该街道纪工委结合
《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纪检委员履
职管理的实施意见》，制定印发了
《幸福街道纪检委员管理考核暂行
办法》，有效激发了全街道社区纪检

委员履职尽责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街道纪工委
给每名社区纪检委员配发《廉情日记
本》，同时要求社区纪检委员访遍辖
区内的干部群众，通过走访方式“零
距离”，认真听取群众呼声，记录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群众沟通“桥
梁”，做群众身边“贴心人”。对走访
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解决在萌
芽状态。街道纪工委每周召开一次
工作例会，加强政策学习，通报工作
情况，对走访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会
商会办，并完善相关制度，推动形成
长效机制，有效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提供坚
强作风保障。 李树生

宿迁市宿城区幸福街道：
当好基层监督“前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她周姨，墙上这位不正是你
嘛！这照片拍得可真精神呀，怪不
得非得拉我们来看！”宿迁市泗洪县
石集乡汴水社区最美共产党员周娟
满脸笑意回应道：“不光有我，热心
肠石绍聘、老书记史忠诚也都榜上
有名！”“对对对，都是咱汴水的老面
孔，都是咱社区的好党员！”

今年6月，汴水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旧貌换新颜，开门喜迎客。
宽敞整洁的一站式服务大厅、功
能齐全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极
具底蕴特色的社区展厅以及新装
登场的政治生活馆一经开放，便
收获了社区居民的满满点赞。这
个不足百平方米的政治生活馆，
面积虽小但却“五脏俱全”。

现场有热度。土墙窑洞、红砖

马灯，复刻出了革命老区曾经的建
筑风貌，让人仿佛回到充满热血的
革命年代，墙上的文字，诉说着百
年征程的波澜壮阔。

故事有温度。全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全县优秀共产党员、社区最美
共产党员……展框中一张张汴水最
美笑脸，温柔而坚定地描绘着身边
的最美榜样。

惠民帮办更有能见度。开辟汴
水“实事榜”，张榜公示社区年度十
大民生实事，辅以多彩的党群活动，
共同搭建党史学习教育实景课堂。

“我们将继续挖掘本土红色资
源，让政治生活馆更接地气，真正打
造最聚人气的社区党建新高地。”石
集乡党委书记赵凤波说。

冯雪强 孙茹芳 周雪萍

泗洪县石集乡：
政治生活馆成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

海安市白甸镇，是典型的里下河
水乡。这里有一支由17名老党员组
成的护河队，队员平均年龄超过70
岁，人们便给志愿服务队取了个非常
形象的名字——水乡家园“银发护绿
水”志愿者服务队。

每月20日，是老党员们约定的
固定巡河护河日。队员们两两一组，
身着红色志愿马甲、救生衣，头戴红色
檐帽，划船巡河。他们一前一后，一人
负责竹竿撑船，一人负责捞网打捞。

“看到哪边漂浮物多了，就用手机一
拍，打捞结束再用手机拍一次。”今年
66岁的护河队员李章顺说，一前一后
两张照片，便可确认清理是否到位。

除了固定的巡河日开展河道保洁

工作，老党员们还主动担负起宣传和教
育群众的责任。平日里，老党员们沿着
村民小组开展河道保洁的巡查，一旦发
现有群众将生产生活垃圾乱堆放，立即
通知村民小组长、网格员前来清理打
扫，并对当事群众进行批评教育。在这
些党员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下，保护环
境、美化家园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

“做事实在、默默奉献”，这是白
甸群众对“银发护绿水”志愿服务队
老党员的评价，“他们将党旗飘扬在环
境整治第一线，用辛勤的汗水、无私的
奉献展示了党员的风采。”党员丁庆
寿说，虽然已退休了，但只要生命不
息，他就会把村里的环境当成家里的
环境去对待。 徐峰 鲁忠林

海安白甸镇：
银发护河队，让党旗飘扬在环境整治一线

淮安市涟水县五港镇纪委将警
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机制的
重要抓手，扎实抓好发案单位、相似
岗位群体、各村（居）的警示教育，切
实增强警示教育实效性，不断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

全面深化发案单位教育。该镇
纪委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及时督促发
案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深刻分析原
因；宣读处分决定时，邀请县联系监
督检查室协同现场警示教育，发送监
察建议书；相关案件庭审时，协调组
织发案单位党员干部现场旁听；案件
查结后，与县联系监督检查室配合，
在发案单位开展专题警示教育。

精准嵌入以案为鉴警示。该镇
纪委坚持分层分类、精准嵌入，靶向
开展以案为鉴警示教育。抓相似岗

位干部和关键少数，对照相似岗位风
险点进行深刻剖析、自查自纠，做到警
醒一批、挽救一批。案件涉及村集体

“三资”管理、工程建设、发展党员等重
点领域的，还将教育对象延伸至全镇
所有村（居）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

用好“全载体”，打通警示教育
“最后一米”。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推
动全镇警示教育全覆盖。该镇纪委
借力“清风涟水”微信公众平台，在镇
村党员干部微信群定期推送廉政法
规和全县警示案例。同时，通过党委
书记上廉政党课、纪委书记讲党纪、
参观警示教育基地、举行党纪法规知
识测试等多种形式，让警示教育走心
入脑见效，真正将警示教育做深做
实，将党风廉政建设做细做透。

赵 蒙 杨雅兰

涟水县五港镇：
做深做实警示教育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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