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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巩固主题教育成效

本报讯 12月6日，经开区纪工委召
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全体班子成
员参加。会上，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
工委书记武斌代表委局班子做检视剖
析，全体班子成员逐一对自身存在的问
题检视剖析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上围绕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
找”的要求，坚持“团结—批评—团结”
方针，以自我革命精神检视查找突出
问题，深刻剖析根源。全体班子成员

能够切实做到自我批评不回避、不掩
饰，讲实话、动真情，触及了思想，触及
了灵魂；相互批评本着对同志、对事业
负责的态度，真刀真枪，戳到痛处，点
到弱处。

会议强调，要抓好领导班子自身
建设，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履职尽
责，牢记初心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
为实现经开区更加出彩提供坚强有力
的政治保证和纪律支撑。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振伟 文/图

区纪工委
牢记初心使命
重整行装再出发

区财政局
触及灵魂深处
扫除“思想灰尘”

本报讯 12月6日，经开区财政局
党支部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杨光参加。

会上，局相关负责人代表支委班
子做检视剖析，认真从“理论学习、思
想政治、干事创业、为民服务、清正廉
洁”五个方面深入查摆问题、剖析根源，
并制定整改措施。之后，带头做个人检
视剖析，支委班子逐一进行个人检视剖
析。大家在发言中敞开心扉、推心置
腹，坚持问题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找理论短
板、工作弱项，又找思想差距、作风不
足，不仅把问题讲清楚，而且把问题根
源讲透彻，把整改措施讲具体；相互批

评真点问题、点真问题，从具体事情、具
体问题入手，落细落小、以小见大，充分
体现了对事业、对组织的高度负责和对
同志的关心爱护，触及了灵魂深处，扫
除了思想灰尘，达到了红脸出汗、排毒
治病的效果。

杨光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每位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班子成员要以
这次民主生活会为新起点，始终保持
刀刃向内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精神，
不断增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主题
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的实际成效。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科

本报讯 12月 5日上午，经开区建
设局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马良
出席，区主题教育第三指导组到会指
导。会上，区建设局负责人代表建设
局班子做检视剖析，并带头做个人检
视剖析，其他班子成员依次做自我检
视剖析并提出批评意见。

区主题教育第三指导组对区建设
局主题教育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并要求，区建设局要继续巩固和

深化专题民主生活会成果，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教育作为长效机制，不
断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果。

马良要求，区建设局要把这次专
题民主生活会作为新起点，将主题教
育成果贯穿于今后工作的各方面，持
续抓好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和整改落实；坚持实干不松劲，积
极干事创业，真正肩负起自身的责
任；坚持整改不松手，确保工作取得
实效。 记者 柴琳琳

区建设局
持续抓好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

本报讯 12月 6日，京航办事处召
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区第二
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会前，办事处全
体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了主题教育各项
规定内容，并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深入开展谈心谈话、系统梳理检视问
题、撰写检视剖析材料等方式，为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打好基础。会上，办事
处负责人代表班子做检视剖析，并带头
做个人检视剖析，随后班子成员逐一进
行个人检视剖析并开展相互批评。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区第二
巡回指导组对京航办事处主题教育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专题民主

生活只是一个节点而不是终点，要坚
持鼓劲鼓气，坚持查摆、整改、提高、再
查摆、再整改、再提高，使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并要求大家充分结合自身
分管的实际工作服务好辖区群众。

办事处负责人要求，要把主题教
育作为终身课题，以自我革命精神切
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扎实抓好整改
落实，以整改兑现成效，领导干部要坚
持带头整改，以上率下，做到问题不解
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
认可不罢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高岩

京航办事处
结合实际工作
服务好辖区群众

本报讯 12月 6日，明湖办事处召
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党工
委第二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会上，办事处负责人汇报了此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代表办
事处领导班子做了对照检查，并做个
人对照检查发言，主动接受班子成员
对其的批评意见。班子成员也本着对
自己、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依次做了
对照检查发言，全面查摆自身问题，本
着“红红脸”“出出汗”的原则，深入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听取大家发言
后，区党工委第二巡回指导组对明湖

办事处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
肯定，此次会议有交流、有交心、有共
勉，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达到
了澄清思想、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筑
牢防线、促进工作的目的。

下一步，办事处将持续查摆问题，
从严从实抓整改，进一步推动党员干
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推动班子成员履职
尽责、团结奋进，牢记初心使命，为经
开区未来发展重整行装再出发。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永凯 文/图

明湖办事处
高标准严要求
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12月 10日，祥云办事处
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会
上，通报了此次民主生活会前期准备
情况，对会前组织学习、遵守党章党
规查摆问题、开展谈心谈话征求意
见、完成上级工作任务四个方面进行
汇报。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党员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主题，敞开心
扉，畅所欲言，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全面剖析自身在守初心和担使
命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意见深入具
体、开门见山，不回避矛盾，触及问题
实质，达到沟通思想、相互促进、凝聚
合力的目的。

祥云办事处负责人表示，此次专

题民主生活会严格按照区党工委关
于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工作部
署，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生
动实践，是守初心、担使命的一次
政治体检，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自身问题的
实际步骤。机关党支部将以此次专
题民主生活会为契机，巩固主题教
育成果，根据会上查摆出来的问
题，细化完善整改措施，列出问题
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落实问题整
改，立行立改，一项项抓好整改落
实，抓好党建工作与各项工作“双融
合、两促进”。
记者 柴琳琳

祥云办事处
立行立改
着力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本报讯 12月 6日，经开区金融办
党支部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上，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代
表班子和党支部做检视剖析发言，
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对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主题教育总要求，围绕
“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干事创业、为
民服务、清正廉洁”五个方面，认真
查找了金融办党支部班子和党员干
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刻分析了

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了整改措
施。随后，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做
个人对照检查，坦诚进行自我批评，
虚心接受批评。

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要求，区金
融办党支部及班子成员要以主题教育
活动为契机，坚持不懈加强政治建设，
持之以恒抓好问题整改，真抓实做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真正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见成效。
记者 柴琳琳

区金融办
真抓实做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本报讯 12月6日，经开区出口加工
区党委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上，党委班子成员依次做了对照检查
发言，互相开展了批评，做到了查摆问题
深入具体、自我检查勇于“亮丑”、相互批
评敢于“揭短”。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区出口加工区
相关负责人要求，通过学习，党员干部要
提高理论知识素养，开阔工作思路。同时
注重实践，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总结新经验，更好地把问题与工作
实际具体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

面、解决复杂问题、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本
领。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业绩观，说实话、
办实事、务实效，坚持“实”字当头、“干”字
为先，争当“战斗员”，少当“评论员”。班
子成员要主动深入基层，了解职工所思所
想所盼，更多地走到群众当中，与群众密
切联系，坚持依靠群众推动工作落实。要
坚持把区内企业、群众反馈意见整改与
主题教育整改有机结合起来，做到问题
不见底不放过、解决不彻底不松手、整改
不到位不罢休，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
新进展、实现高质量。 记者 柴琳琳

区出口加工区
推动各项工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2月5日，经开区农经委召
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区
农经委负责人代表农经委班子汇报了本
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会前准备情况，同时
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党性分
析，率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思想
政治、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面深入检
视了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了问题
产生的思想根源，并提出了具体整改措
施。随后，其他班子成员依次对照主题
教育检查要求，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逐
一开展自我对照检查，并严肃认真地开

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们自由发
言，气氛浓厚，纷纷对党支部和党员们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区农经委负责人要求，党员干部要
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各
项决策部署，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
为。针对存在的问题，规范各项管理，严
格纪律作风，完善从严管理监督体系，努
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忠诚
可靠、清正廉洁的过硬队伍，积极通过实
际行动服务好“三农”，为经开区的农业
农村工作开辟新的天地。 记者 柴琳琳

区农经委
为经开区的农业农村工作
开辟新的天地

本报讯 12月5日，经开区统计局召
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区第四巡
回指导组到会指导。会上，局负责人代表
班子做对照检查，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
线，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
求，认真检视在政治敏锐性方面、严守党
纪法纪方面和履行责任发挥作用方面存
在的具体问题，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局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坚持问题导
向，逐条梳理个人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
原因，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班子
成员在发言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深刻查摆检视问题，达到了“红脸出
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区第四巡回指导组赞扬区统计局党
支部是一个充满活力、工作出色的集
体，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推
进，严格落实整改，推动主题教育成果
落到实处、用到实际。局负责人表示，
将虚心接受意见，抓好整改落实，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保质
保量完成统计任务，推动统计工作再
上新的台阶。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聪

区统计局
推动主题教育成果
落到实处、用到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