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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0日下午，新郑
市召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新
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胡坤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工
作组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组工作

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胡坤提出，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是贯穿 2022年的一件大事，
更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全国一流
中等城市的重要保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全体成员要躬身入
局，迅速进入状态，切实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强化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迅速转变角色，高水
平组织好、开展好此次活动。

就做好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下一步工作，胡坤要求，要强
化学习，紧扣活动主题。把省、

郑州市各级的决策部署和精神
实质学深学透学扎实，真正成
为政策领会、业务理解的行家
里手。克服惯性思维、路径依
赖，打破以往活动的固有模式，
从一开始就朝实处谋、往实里
抓，确保整个活动起步正、方向
对、不走偏。要建立机制，推动
高效运转。坚持挂图作战、对
表落实，定目标、定责任、定人
员、定时间、定标准、定奖惩，坚

持重点任务方案化、项目化、清
单化，建立片区观摩、评优评
差、典型示范、巡回督导、正面
宣传等机制，确保事事有人抓、
有人管、有人负责。要提高标
准，务求取得实效。以能力是
否实现提升、作风是否有所转
变、改革发展成效是否更加凸
显为衡量标准，树立结果导向，
着眼推动工作，以重点工作突
破带动整体工作高质量。

胡坤强调，要统筹推进，凝
聚强大合力。强化组织纪律、保
密纪律，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
定，确保不出现纰漏。强化服
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发扬不
怕吃苦、敢打硬仗的作风，以高
度负责、严谨细致的态度，认真
做好每项工作，推动活动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交上一份满意
答卷。
记者 杨宜锦

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整体工作高质量
新郑市召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1月11日下午，梨
河镇召开全镇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以强化能力作风建设
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全镇
上下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发挥各级党组织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要在高
质量发展实践中抓落实、求
实效，要在坚守为民情怀中
办实事、解难题，要在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中强服务、提质
效，要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敢
担当、有作为。二要紧扣目
标任务，全力推动全镇党员
干部能力作风优化提升。要
增强政治能力，增强抓落实
能力，增强改革创新能力，增
强攻坚克难能力，增强专业
化能力，增强群众工作能力，
以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为契机，狠抓落实，推动形成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奋力开

拓的干事氛围。三要强化组
织保障，确保全镇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取得扎实成效。
要压实工作责任、创新制度
机制、强化督查问责，开展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是全镇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扛
稳党委主体责任，加强组织
领导，精心组织实施，高质量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把各项
要求做扎实、做到位。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1月10日下午，和
庄镇召开全镇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一是要认清形
势，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开展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要意
义。全镇党员干部思想要高度
重视，明确活动意义，切实将思

想与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工作部
署上来。二是要明确目标，精
准施策，扎实推动全镇党员干
部能力作风优化提升。全镇党
员干部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做到真查真看迈开脚步下基
层、对标对表刀刃向内找差距、
善作善成不遗余力转作风。三

是要强化领导，完善机制，确保
全镇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取得
扎实成效。党组织书记要履行
第一责任，率先垂范，抓实各个
环节，要把本次活动与当前重
点工作、未来工作计划相结合，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活
动成果。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1月11日上午，新
郑市总工会组织召开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动员部署会议。

会议要求，总工会全体干
部职工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开展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聚焦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

持续锻造工会党员干部的过硬
本领和优良作风；要紧扣目标
任务，不断提升旗帜鲜明讲政
治的能力作风、联系服务群众
的能力作风、深入调查研究的
能力作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的能力作风、推进改革创新的
能力作风，努力建设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要
找准方法措施，结合工会工作
实际，深入开展脚步丈量大调
研、对标找差大讨论、能力素质
大练兵、作风问题大整治、队伍
士气大提振等各项活动，确保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在工会有
实招、见实效。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交通
局组织召开交通运输系统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部署会。

会议强调，一是提高认识，
深化动员。局属各单位（科室）
要认真传达局党组关于能力作
风建设年的相关会议精神，把
该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广泛宣传，入心入脑，使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能
力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二是强
化组织，健全机制。局属各单
位要成立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领导小组，各有关部门各负其

责，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统筹
推动活动开展。三是压实责
任，切实履行。局属各单位落
实一把手责任制，全局上下要
躬身入局，各党组成员、各单位
负责人要率先垂范，形成一级
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良好局
面。四是严肃纪律，加强督
导。局属各单位（科室）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要在
排查问题、严厉整改上下功夫，
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确保
活动顺利开展。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1月 11日，新郑市
市场监管局召开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工作部署会。

会议要求，一要充分认识
加强能力作风建设的重要性。
确保关于能力作风建设的要求
在市市场监管局条条落实、件
件落地、事事见效。二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
念。紧密结合市场监管工作实

际，深入践行“马上就办、办就
办好”的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
识，创优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效
能。三要抓好工作落实。要明
确目标任务，采取过硬措施，着
力实现市场监管队伍能力大提
升、作风大转变，努力打造一支
纪律严明、清正廉洁、作风优
良、群众信赖的市场监管队
伍。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1月 10 日下午，
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召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要把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精心组织推动，形成以上
率下、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格
局。一是实施政治能力提升
行动。推动理论学习长期坚
持、形成常态。二是实施专业
化能力提升行动。每周进行
一次全局“学业务提能力”活
动，认真梳理业务知识，真正
做到“讲的有用、学能提高”，
加强对大厅工作人员的业务
能力提升，增强服务意识和服

务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三是实施改
革攻坚能力提升行动。围绕
“放管服”“一网统管”“一‘事
件’”“一件‘事’”等重点领域
改革，成立专班聚力攻坚，实
现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以改革激发创新创造内在动
力。四是实施群众工作能力
提升行动。持续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推
进“一把手走流程”体验活动，
及时发现解决“中梗阻”问题，
打通政务服务的痛点难点，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好、更快、
更优的服务。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观音寺镇坚
持“三个结合”，持续转变和提
升工作作风，推动党员干部为
观音寺镇建设新郑“拥山揽湖
核心区、乡村振兴引领地、宜居
生态文化镇”贡献力量。

与“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相结合。持续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通过“一十百
千”系列活动研究落实一批文
化惠民、公共服务和关爱特殊
群众的民生实事。发挥“领导
干部带头办实事”“机关联系
村组、干部联系群众”双联系
机制作用，引导机关干部走村
入户、接地气，围绕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办好一切群众看

得见得实惠的实事。
与疫情防控工作相结

合。针对目前复杂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把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和疫情防控结合起
来。党员干部下沉村组，到分
包村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做
好卡点值班值守、全员核酸检
测、疫情防控应急服务入户排
查等工作，镇村干部齐上阵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政策，确保
外出（返乡）人员做好报备工
作，结合实际提供生活帮助。

与民生保障工作相结合。
入冬以来，观音寺镇提前策划，
精心部署，开展暖冬大走访活

动，对低保、困境儿童、因病致
贫等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情况
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他
们的生活现状，切实摸清困难
群众过冬情况，共分类摸排梳
理 607户 1121人低保群体、20
名困境儿童、1259名残疾人、
121名80周岁以上老人。组织
镇村干部入户走访，做好特殊
群体防火、防冻、防煤气中毒和
安全用电等冬季安全和疫情防
控常态化工作，确保困难群众
防寒保暖有着落、衣食生活有
照料，温暖安全过大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靳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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