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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融会贯通 统筹推进主题教育落地见效

本报讯 11月 18日，经开区消防
救援大队召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什么人、担什么责”主题讨论会。会
上，全体党员围绕主题各抒己见、互相
交流，切实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要
求，党员干部要持之以恒开展学习教
育，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
系统全面学、及时跟进学、结合实际
学、深入思考学，吃透精神、领会精

髓。用心学进去、用情讲出来，不断
创新手段方法，注重分类指导，推动
学习全覆盖。在完成好调研报告、调
研成果交流会的基础上，认真开好专
题民主生活会，深刻检视查找制约发
展的问题、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
题、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在深
入推动整改落实上下功夫，把主题教
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记者 柴琳琳 经开时报 李洪永
通讯员 张舜戊 文/图

看网上展馆看网上展馆 践初心使命践初心使命““初心使命四问初心使命四问””助推主题教育见实效助推主题教育见实效 转变作风转变作风 勇于创新勇于创新

本报讯 11月 18日，经开区财政
局全体党员开展“初心使命四问”主题
党日活动，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杨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当
天，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初心
使命四问”的深刻内涵，支部纪检委员
为全体党员通报了警示案例，警示同
志们始终把坚定初心使命、理想信念
作为立身为政的头等大事，自觉加强
理论武装和党性修养，切实解决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
题，真正补好精神之钙、固好思想之
源、守好为政之本，时刻警惕权力、金
钱、美色的诱惑，练就“金刚不坏之
身”。同时会议还宣读了傅烈的《绝命
书》，这封书信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
信念、努力拼搏、敢于奉献。

杨光表示，希望区财政局支部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和载体，切实做到学

做结合，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在
抓落实上下狠功夫，把心思真正用在
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上，对中
央和省委、市委、区党工委既定的决策
部署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起来；
针对工作中重点环节、发展中的难点

问题、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勇于担责，
敢于碰硬，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责任，
确保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通讯员 李科 文/图

区财政局
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上

本报讯 近期，新兴产业服务局
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及相关
活动。为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教育引导党员坚定理想
信念、勇于担当作为，新兴产业服务
局开展“学习黄文秀精神，我的岗位
我负责，立足岗位奉献”主题活动。
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黄文秀同志
学习、工作和投入脱贫攻坚工作的历
程和取得的成效，并观看了影片《时
代楷模——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
的黄文秀》，深刻感受了黄文秀同志
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
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的精神。

党支部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
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我
的岗位我负责”，立足岗位比奉献，争
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的新时代好党员好干部。

会议最后，对主题教育近阶段开
展情况进行了探讨。与会人员表示，
要在做好主题教育学习的同时干好
自身业务工作，对照党员标准时刻提
醒修正自身行为，切实在工作中发挥
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
行动为经开区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记者 柴琳琳 经开时报 李洪永
通讯员 郑晓宇

本报讯 近日，明湖办事处各社
区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初心使
命四问”主题党日活动。各支部书记
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总要求，引导党员自我反省、扪心
自问。

活动中，党员干部深刻反思，对照
先进查摆自身存在的典型问题，对标

对表“找差距”“补短板”，思考在以后
的工作、生活中如何改进提升。每位
党员还结合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自身实
际认真填写《党员初心使命四问表》。
大家还踊跃发言，从“初心使命四问”
出发敞开心扉谈真体会、真感想，谈差
距不足和整改举措。

此次“初心使命四问”主题党日

活动，让全体党员思想上受到了一
次洗礼，使大家对“守初心、担使命”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员们纷纷
表示，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会继
续保持初心、勇担使命、勤奋工作，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奋发
新作为。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本报讯 11月 18日，经开区食药
监局党支部开展“初心使命四问”主
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集中观
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大型成就展”网上展馆。网上展
馆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
主题，以编年体为时间主线，安排设

计了“序”“屹立东方”“改革开放”
“走向复兴”和“人间正道”5 个部
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动地呈现了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新中国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发展
道路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唤起了在

场每个党员记忆深处的共鸣。
观看结束后，在场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会牢记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努力
做好食药监管各项服务工作，真正做
到守初心、担使命，为推动经开区舌尖
上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贺翠平

本报讯 为营造学习先进典型、
争做模范先锋的良好氛围，11月 15
日，前程办事处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先进典型宣讲会，深入学习
卢道兵同志的先进事迹。

会上，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对卢道兵
同志先进事迹进行宣讲，全体干部职
工共同学习了卢道兵同志身上以身
作则，改变工作作风、勇于创新，做好
本职工作、廉洁自律，为群众办实事、
加强学习，发挥先锋作用、主动作为、

迎难而上的担当精神以及对党忠诚、
信念坚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敢为
人先、攻坚克难的优秀品质。此次先
进典型宣讲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充
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激励了全体干部职工在今后工作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心中有榜
样、有标杆，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立足岗位，为前程办事处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梦娇

经开消防救援大队
在深入推动整改落实上下功夫

前程办事处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新兴产业服务局
做甘于奉献的新时代好党员、好干部

区统计局
为全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本报讯 11月19日，经开区统计局
组织全局人员集中观看“伟大历程、辉
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网上展馆。展馆
由“序”、“屹立东方”、“改革开放”、“走
向复兴”、“人间正道”5个主题内容展区
组成，采用编年体形式，生动立体地呈
现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展馆汇聚

了150个新中国第一，定格了一个又一
个的辉煌时刻，串联记录了 70年来我
国各领域不断奋进的发展历程。

通过参观，大家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
就有了更为直观、全面、深刻的认识，
深刻领会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一次次努力拼搏。大家

纷纷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以实际行动“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充分发挥统计职能，
全力做好各项统计工作，为全区经济
发展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聪

本报讯 为强化党员干部的爱国主
义精神，11月19日，经开区农经委组织
党员干部参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网上展馆，了解新中国伟大
历程、辉煌成就，并交流观展心得体会。

此次活动使党员们感受到了中国
今天的成就不易，要倍加珍惜，同时也
为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所
敬佩。党员们纷纷表示，要坚持党的
领导不动摇、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立
足自己的岗位，向革命先辈学习，努力
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
祖国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刘元甲 文/图

区农经委
立足自身岗位，向革命先辈学习

本报讯 近日，九龙办事处组织辖
区党员干部参观网上展馆，参加收看的
有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部、25个党
支部全体党员。展馆内容丰富多样，通
过图片、视频、音乐、解说、互动等形式，全

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国防、科教
等各个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参观网展后，党员干部都非常受
教育和鼓舞，深刻认识到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一系
列辉煌的成就，使中国进入了现代化
强国的行列，让大家倍感自豪。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赵星

九龙办事处
党员干部备受教育和鼓舞

区食药监局
努力做好食药监管各项服务工作

区建设局
把教育成果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尺

本报讯 11月 19日，经开区建设
局召开党员“初心使命四问”主题党日
活动，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马
良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区第三巡回
指导组到会指导。会上，局班子成员、
科室代表和党员代表围绕“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结合

“入党初心是什么、党员使命担什么、
对照先进查什么、立足本职做什么”开
展了研讨交流。

马良要求，局上下要紧抓学习教
育不放松，在持续学、深入学、跟进学
上下功夫，把教育成果作为衡量学习
效果的基本标尺。紧抓检视问题不放

松，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抓整改。紧抓
巩固提高不放松，要按照经开区主题
教育的要求，继续抓好落实，把思想转
化为推进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
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通讯员 陈祥

祥云办事处
以更加严谨负责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

本报讯 11月18日，祥云办事处
各支部相继开展“初心使命四问”主
题党日活动。各支部组织党员围绕
“初心使命四问”依次发言。活动
中，每个支部还根据自身情况组织
本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

观网上展馆，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初心使命四问”主题党日

活动，对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洗礼，使大家
对“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思考。

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生活和工
作中，要继续保持初心、勇担使命、
缩小差距，以更加严谨负责的态度
完成各项任务。
记者 柴琳琳
经开时报 李洪永 通讯员 李素丽

明湖办事处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奋发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