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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建是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自去年

10月以来，沁阳以机关党建标准

化建设为引领，围绕创建学习型、

创新型、法治型、诚信型、服务型、

阳光型党组织，开展了机关党建

“百日竞赛”活动，通过精细化部

署、定量化考核、智能化依托，建

立了“三化三促创六型”机关党建

模式，并推行了“六大标准化体

系”建设，激励机关党组织深挖潜

力、各显神通。

今年5月，焦作市第一季度机

关党建观摩团在沁阳观摩时，着

重观摩了沁阳市机关党建标准化

建设，并予以充分肯定。党的 97

周年华诞到来之际，记者走进沁

阳，亲身感受该市构建机关党建

新高地的火热场面。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宋彬 孟腾飞

脱贫故事

走出虚幻世界
重燃生活希望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宋祖恒

6月22日，武陟县西陶镇古城村田建富怀药加工厂内，
火热的生产景象一如当日炎热的天气。而就在一年前，田
建富正在为工厂因环保问题被拆除而苦恼不已。如今，怀
药加工厂不仅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而且经济效益可观。

西陶镇乡镇企业起步早、发展快，最多时，全镇大小
企业 200多家，大到上千人，小到几个人，曾经“散、乱、
污”遍地开花。去年，西陶镇为打好环保主动仗，真正实
现从“灰色”印象到“绿色”发展，先后关、拆、停企业 86
家，整治规范企业59家。

企业关停后，产业工人往哪去？厂房设备怎么用？
该镇党委、政府经过深入思考后，组织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和经济“能人”，到外地参观学习，开阔视野，寻
找既有前景又有“钱”途的项目，给“大户”“能人”充分展
示的舞台，一些关停的企业“死而重生”。

大企业重焕生机，小工厂怎么办？这些企业大部分
手续不齐全，有很多问题需整改。为“治病救人”，该镇党
委、政府对这些企业“对症下药”，对照问题查排，对照缺
点“补养”。

武陟县三丰纸业有限公司是国家环保部去年督办的
重点整改企业。该镇“安管办”每天24小时跟踪服务，打破
企业的侥幸心理，对照下达整改的问题逐一销号。该公司
先后投资800多万元，按要求时间整改达标，后经环保部多
次检查均受到好评。去年，该企业一跃成了全县纳税大户。

通过对“散、乱、污”企业治理，该镇经济效益不仅未
出现“断崖式下滑”，镇域经济还实现了 21%的高速增
长，今年前四个月，实现税收达 2900多万元。西陶镇靠
绿色发展，开出了“环保红花”。6

一个党组织是否符合“标准”？党员
能否做到履职尽责？……

互联网时代，党建工作网上留痕、数据
来说话，正在塑造着党建工作的新模式。

沁阳充分利用“互联网+党建”的优
势，依托“焦作党建 e家”平台，已为全市
997个基层党组织、26853 名党员建立了

“电子身份证”，完善了全市党员电子信
息库，实现电子签到、网上考评，并探索
实行电子化组织关系转接，基本实现了
对全市基层党组织、党员的动态管理和
实时服务。

同时，沁阳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钉钉软件，在机关搭建各类党组织微平
台，在农村普遍建立党建微信群。

沁阳市公安局通过“钉钉”建立微支
部、微学堂、微考核、微监管“四微”手机党
建平台，实现了全局 8个支部 377名党员
学习、教育、管理线上线下相融合全覆盖。

沁阳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陈根庆说，
微平台的建立，使党建工作拓展到了线下
和线上，从笔尖走到指尖，党建工作实了
起来、活了起来。

今年 5月，焦作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查
仕成观摩沁阳市机关党建标准化建设时
予以肯定，“重视程度高、推进措施强、宣
传氛围浓、取得成效实。”

“围绕‘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助推强
党建’这一主线，把机关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中心工作有机融合，
实现党建与中心工作、党建与城市发展、
党建与民生改善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相
得益彰。”沁阳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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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高新忠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视听盛会，一场全民
狂欢的饕餮盛宴。端午假期前后，云台山景
区以“体育竞技和休闲娱乐”为主题，深挖

“旅游+”产业融合新模式，为广大游客奉献
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旅游体验嘉年华，获得了
人气、收入双丰收。据统计，6月 14日至 18
日，云台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5万人次，景区
综合收入同比增长80%，其中云台山音乐节
2天入场人数突破 6万人次，创造了中原地
区同类音乐节的奇迹。

6月 16日 11时许，云台山景区五家台
服务区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现场人声鼎沸，
赛车的轰鸣声、游客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伴
随着比赛开始的指令，一辆整装待发的越野
车犹如脱缰的野马冲出了起跑线，风驰电掣
般冲过赛道中的各类障碍，引发现场观众阵
阵叫好。

据悉，2017年 9月云台山景区携手越野
一族举办了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COT）
2017赛季河南公开赛“云台山杯”云台山站
汽车越野赛，成功打造出华北地区首个大规
模、高规格、高品质的越野车赛事活动，并建
立了云台山专业汽车越野赛事基地。自今
年起，云台山景区成为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
的长期举办地，这是继“九九国际登山挑战

赛”后，云台山景区着重打造的另一个体育
旅游品牌。

本次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共有来自全
国 100多支参赛队的近 300名赛车手参加
农夫车（UTV）锦标赛和越野巡回赛的角
逐，分为专业组、公开组、量产组、女子组、
UTV 组 5个组别，奖金总额 43.1 万元。经
过4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北京汽车旭赛车队

的乔旭，黑曼巴减震器车队的林火荣、王红
辉，洛阳分队彦值爆表车队的李彦毅以及拉
雅车队的刘欢分别获得专业组、公开组、量
产组、女子组、UTV组的冠军。

6月 16日 22时许，数万名游客在云台
山景区百家岩停车场云台山音乐节现场体
验了音乐的狂欢。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西
侧、南侧两个大型舞台灯光炫目，近20项特

色艺术美陈声光电装置，打造出无与伦比的
酷炫场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致的视听盛
宴。在云台山音乐节活动现场，摇滚和电音
的声浪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上演了一场
全新的夏日狂欢嘉年华。

据介绍，这是云台山景区首次尝试将旅
游和文化娱乐相结合，与广州创意周末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高规格、高品质音
乐节。本次云台山音乐节采用顶级的舞美
造型、音响灯光 LED 以及多样化 VJ，打造

“摇滚+电音”酷炫双舞台，诠释出炫酷的音
乐场景。现场布置的创意声光电美陈区、品
牌区、餐车嘉年华、慵懒街美食区、潮玩互动
区、创意休闲区等主题活动区域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体验。

“首届中国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实现了
‘旅游+体育’‘旅游+娱乐’的完美融合，标
志着云台山景区转型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
一步，创造了自然山水景区产业转型的新模
式。”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
说，此次活动是以云台山水为媒介，以竞技
娱乐为平台，在国内首次实现 AAAAA 级
景区旅游品牌与英雄大会体育品牌的深度
融合，打造永久性的 IP活动品牌，将为云台
山“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的创建注入新
的活力，为云台山优质旅游的发展增添新的
动力，进一步助推云台山景区提升产品吸引
力，加快转型升级。

沁阳推行“六大标准化体系”建设，做实做活党建工作

机关党建有了“教科书”
□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张鹏

从一度迷恋虚幻世界到一心向党，贫困户逯小软的
转变，是焦作市马村区演马街道仓上村村民口口相传的
一段佳话。

今年 58岁的逯小软，1982年嫁给仓上村村民侯小
同之后，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公婆健康、儿女双全、
家境殷实。变故始于2000年。逯小软时年16岁的儿子
侯海波因白血病住院治疗，花光所有积蓄后又欠了大笔
外债，却没能保住性命。祸不单行，儿子刚刚去世一个
月，逯小软不慎摔断了腿。丧子之痛加上断腿之伤，逯小
软数次欲觅短见。马村区委组织部在得知逯小软家里的
遭遇后，不时到她家嘘寒问暖，让她感受到了党和政府无
微不至的关怀。

意外总令人猝不及防。2007年 7月，侯小同在种植
双孢菇时因锅炉爆炸，全身大面积烧伤。这次意外，将逯
小软一家的生活勇气和信心彻底击碎，她从此沉浸在虚
幻世界里寻找心灵的慰藉，不问家事。

2016年，马村区安监局成为仓上村对口帮扶单位。
作为贫困户，逯小软一家得到了重点帮扶。在让他们夫
妇享受到残疾、低保等政策之外，针对实际情况为他们购
置了 4只羊发展饲养业，帮助他们种植了两亩品种优良
的桃树，还对他们的女儿侯巧巧进行计算机培训，帮她搞
起了电商。

当初的4只小羊如今已经发展到8只，桃树长势喜人
明年便可挂果，侯巧巧也在家实现了就业。一点一滴的变
化让逯小软对美好生活重燃希望：“是党的关怀让俺的日
子一天天好起来。以后俺啥也不信了，就信共产党！”6

多元融合迸发旅游转型最强音
——首届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系列活动侧记

彩色欢乐跑

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

向党致敬 聚焦基层

“绿色”小镇
开出环保“红花”

环保攻坚

6月 22日，走进沁阳市国税局办公大
楼，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每个楼层
以不同的文化命名：一楼法治文化，二楼
廉政文化，三楼党建文化，四楼尚善文化，
特色鲜明。

在二楼，以“园、厅、廊、墙、室”为依
托，廉政文化长廊、廉政墙、廉政展板、廉
政书屋一应俱全，营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和
行业特点的阵地文化。

作为沁阳市机关党建标准化的试点
单位，沁阳市国税局的阵地文化建设在沁
阳独树一帜。

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
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
机关党建如何标准化？

“我们从党委（党组）领导责任、组织体
系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内组织生活、党
建工作保障、发挥作用效果六个方面构建

‘六大标准’，提升机关党建规范化、制度
化、科学化水平，以高标准建设打造高质量
党建、以高质量党建保证高质量发展。”沁
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建路说。

“六大标准”如何构建？杨建路拿出
一本精致的《沁阳市机关事业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指导手册》，翻开，标准化文件、标
准化体系、标准化文本详尽周全，“这是指
导机关党建标准化的‘教科书’”。

领导责任落实11条标准要求；组织设
置、组织调整、班子职数等标准要求清晰
明了，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换届流程图一目
了然；发展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党费收缴
等标准要求清晰易懂……沁阳市六大标
准涵盖全面，以标准促党建业务规范。

一行业一特色、多领域多亮点，沁阳市
选取28家不同领域试点单位，打造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点。

“这些试点单位都在积极探索并且各
具特色，5月份我们已经向市直单位全面
推开。”杨建路说。

机关党建标准化建设如何考核？沁
阳市组建党建专家评审团，开展日常督导
和定量化考核，实现党建考核“科学、规
范、公开、公正”运行。

“我们制定实施‘三清单一规范’，分
别明确了市委和乡镇（办事处）党（工）委
抓基层党建工作的12项任务、市直单位党
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的10项任务、党
支部组织生活的18条规范，让考核有据可
依。”沁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红生介绍。

强化机关党组织考核。将“六型”党
组织的要求细化为百分制量化标准，每年
度根据考核得分，评出先进、一般、落后三
个档次，将考核得分作为评先评优、干部
考核使用的重要依据。

强化党员业绩考核。根据党员参加
组织学习、会议、工作实绩等情况，探索实
行积分管理，明确了积分办法、积分内容、
积分程序等主要内容，将党员日常表现以
分值增减形式予以体现，促使党员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强化党务工作者考核。建立单位党
组（党委）书记和机关党组织书记、组织委
员《抓党建工作实绩清单》，作为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的具体体现和领导班子、干部
考核的重要内容。

沁阳市人社局率先行动，按照定量化
考核要求，形成了党建工作每周有学习、
每月有活动、每季有评比、每年有先进的

“四有”党建工作体系。
“我们以创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为目

标，按照考核要求，明确党建硬指标，形成
了‘墨香人社’‘党员先锋岗’‘人社明星党
员’等党建品牌，营造了浓郁的党建氛
围。”沁阳市人社局局长董润霞说。

精细化部署
划好党建“标准田”

定量化考核
明确党建“硬指标” 智能化依托

实现党建“高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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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三清单
一规范”,明确了市
委和乡镇（办事处）
党（工）委抓基层党
建工作的12项任务

我们从党委（党组）领导
责任、组织体系建设、党
员教育管理、党内组织生
活、党建工作保障、发挥
作用效果六个方面构建
‘六大标准’，提升机关党
建规范化、制度化、科学
化水平，以高标准建设打
造高质量党建、以高质量
党建保证高质量发展。

杨建路
沁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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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音乐节精彩现场

沁阳市统一规范
机关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档案

沁阳市公安局第二党支部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创新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