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142020年 12月24日 星期四

●● ●● ●●

近年来，清丰县城市管理局党组扛
牢主体责任，严格队伍管理，狠抓作风建
设，实现党风廉政建设与城市管理工作
同步发展，实现了“人民城市人民管，管
好城市为人民”的目标。扛牢主体责
任。局党组书记自觉把全面从严治党作
为第一使命、第一责任，并要求班子成员
和中层干部切实负起各自职责范围内的

责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主体责任落
到实处，带头做廉洁从政的表率。严格
队伍管理。推行“八个一”制度，坚持用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
制化、规范化。推行城市管理“网格化”，
借助数字化监控平台，实现队伍管理网
格化、城市管理精细化。推行党员奉献
岗，定期开展勇挑重任讲担当党课教育，

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城市管理一
线的战斗堡垒。狠抓作风建设。针对城
管工作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局党组
整合干部力量，要求干部分工不分家，继
续推行和实施首问负责制、时限承诺制，
继续把优化窗口服务作为重点来抓，服
务窗口要进一步树立群众意识，加快办
事速度，提高办事效率，自觉接受社会各

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强化廉政文化宣
传。在清丰县城主要街道设置大型廉政
文化宣传栏 200 余块，在清丰县乐园和
文化路游园小区竖立廉政文化宣传栏、
廉政标牌 50 余块，建成了 2个以廉孝文
化为主题的公园，全县上下营造了浓厚
的反腐倡廉氛围。

（朱运刚 李海江）

勇挑重任讲担当 落细落实主体责任

近年来，清丰县大屯乡党委认真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聚焦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五
项建设抓班子带队伍，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
治生态。政治争过硬。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注重学深悟透做实。思想争创新。班子成员带头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高标准打造廉洁文化阵地 10余
处，引领了村风民风不断向好。组织争最强。认真
落实《清丰县农村党支部书记“352X”考核办法》，全
面推行党支部书记践诺服务、实绩考核。纪律争最
严。以省委巡视和市、县巡察整改为突破口，挺纪在
前，刀刃向内抓整改。作风争一流。让优秀年轻干
部在“三大攻坚战”中受历练、快成长，涵养了党员干
部亲民爱民务实作风。 （刘云苍 宋晓萌）

为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清丰县畜牧中心认
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积极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强化党员干部廉洁从政、遵纪守法
意识。坚持每月上一次廉政党课，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深入组织学习《党章》《准则》和《条例》，强化管党治党的责任担
当。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公务接待等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
权、管事，切实把权力置于制度的“笼子”内运行。将廉政文化建设
与党风廉政建设融入一体，创新形式，每月组织收看一次警示教育
片。依托“三会一课”有效载体，坚持每周集中学习，班子成员带头
上专题党课。扎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到红色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库留锁）

“从通报的三起违纪违法案件来看，当事人都是忘记了初心使
命，放松了纪律要求，翻车落马……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党纪国法既
是‘高压线’，也是‘护身符’呀。”这是近日清丰县房管局在开展以
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的一个场景。今年以来，该局党组认真履
行以案促改工作主体责任，将以案促改作为落实巡视巡察整改、加
强党的建设的有效抓手，党组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坚
持以上率下，亲自抓、负总责；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主动
参与，不断加强分管领域和股室以案促改工作的组织指导；广大党
员干部积极参与到以案促改活动中来，严以律己，心存敬畏，把“监
督”当作“关爱”，在全局形成了以案促改浓厚氛围。 （高国旗）

清丰县高堡乡党委主动作为，以明责、履责、问责为抓手，压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清单“明责”。及时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任务，与班子成员和各站（所）签订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
标责任书，全面量化责任目标考核，健全完善公务招待、财务管理、议
事决策等监督制度。领导带头“履责”。坚持组织集中教育活动，班
子成员分片上好廉政党课，组织参观市、县廉政教育馆。以廉洁家庭
建设为抓手，以廉政寄语、家访、发送廉洁提醒函等形式，不断增强党
员干部的政治定力。严格监督“问责”。督促乡纪委常态化开展“四
风”和纪律督查，党委书记对发现的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大案件亲
自督办，真正落实好“一岗双责”。 （孙晶晶）

今年以来，清丰县巩营乡党委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以全面从严
治党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明确乡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对整
体规划部署、惩防体系建设、作风建设等工作亲自抓。分管负责人
履行“一岗双责”，对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责任，有效形成责任落实
无缝衔接机制。修订完善议事会议、行政管理、行为规范等制度规
范，建立企业服务管理“勤廉双督”、重大项目实施和重点工程建设
廉洁报告等制度，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动迁安置等重点工作的监督
检查，防止违规违纪问题发生。认真落实述职述廉、定期研判、廉
政谈话等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讲规矩守纪律，自觉接受监督。
推进中心工作做到把纪律挺在前面，项目招引、资金使用等重大事
项集体研究。 (李红业)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工作氛
围，清丰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党支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积极推动中心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把
党风廉政建设同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把主体责
任牢牢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牢固树立管党治
党的政治责任意识，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抓落实。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专题
学习、分析研究、落实责任、强化监督。对重点任务和工作责任分解
细化、责任到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李静）

清丰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注重抓细抓常，把党建融入廉政建设
工作各个方面，使廉政建设元素更加鲜活，更富活力。“党建+文
化”。高标准建设党性教育基地、院史馆。建设“笃正守心、补钙正
心、明纪清心、固本聚心、正品修心”5个板块的党建文化长廊，使干
警实时接受文化熏陶。“党建+业务”。推进党建、廉政建设与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前沿“哨所”作用，建
立领导班子成员与各党支部“1+1”联系帮带机制。“党建+服务”。
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开展“以案促改”整
改等活动。在 12309 检察服务窗口，亮明党员身份，开展贴心服
务。组织党员走进社区，开展“红马甲进社区”“双报到双服务”等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刘永军）

清丰县六塔乡党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上级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年初与科级干部及全体机关
干部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率先垂范，带头学习遵守党的纪
律规矩，自觉接受监督；强化廉政教育，组织乡村两级干部赴市、县廉
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教育200余人次；加强廉洁乡村建设，进
一步健全了33个行政村监督委员会组织，完善了各项制度要求，重
点打造邵家和六塔村两处廉洁乡村示范村；围绕今年所办典型案件，
扎实开展以案促改工作，做到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深化对“四种形
态”的精准把握，全年约谈提醒乡村干部15人；加大案件查办力度，
全年查处各类案件8件，纪律处分人员4人，党内警告3人，开除党籍
1人，行政记过3人，全乡通报批评6人。 （闫永强）

清丰县市政园林局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切
实履行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执行《清丰县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谈话制度》，与党员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充分利用
党员活动日、“三会一课”等方式，丰富学习形式；进一步规范婚丧
喜庆事宜报备工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参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会和重要节假日廉政恳谈会。
积极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推动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
化；组织党员干部签订《廉政公开承诺书》；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上
一次廉政党课、看一场廉政电影、参观一次县廉政教育馆”活动；开
展廉洁家庭建设活动，进一步推进干部职工家风建设，筑牢反腐倡
廉的家庭防线。 （钱浩然）

清丰县水利局党组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于
水利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着力营造水利系统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加强政治建设。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全面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促进意识形态阵地
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把理论学习放在首位，强化政治理
论学习。以“三会一课”、专题民主生活会等活动为载体，

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和觉悟。加强组织建设。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谈心谈话等
制度。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对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
等第一时间组织学习。狠抓制度建设。按时召开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会议，研究细化任务，做到与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落实，并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 （李淑娟）

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案促改“治未病”推动主体责任落实

“三责联动”拧紧主体责任螺丝

以全面从严治党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抓好廉政风险防控履行好主体责任

“党建+”注入廉政建设新动能

以实干担当履行主体责任

以实际行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清丰县司法局党组按照“强化思想教育、落实廉洁责
任、注重风险防控、严格监督管理”工作思路，不断夯实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基础。强化思想教育。积极开展周一党
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组织全局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要求。落实廉洁责任。坚
持局党组承担反腐倡廉建设主体责任，将反腐倡廉工作进

一步分解，突出重点，规范权力运行。注重风险防控。把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内容逐项分解到人到岗，并调整细化司
法行政工作廉政风险点及防控措施。严格监督管理。严
格按照“一岗双责”和“一把手”负总责的要求，对现有制度
进行梳理，不断健全制度机制，加大对社区矫正、法律援
助、法律服务等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

（王宇飞）

清丰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强化“四种意识”，切实履职尽责，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迈上新台阶。强化政治担当意识。局党组定期听取分管
领导述责述廉工作汇报，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将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与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廉洁
自律意识。通过开展科级干部讲党课、参观廉政教育基

地、观看廉政教育片等活动，加强廉政教育。强化纪律规
矩意识。针对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实际工作相结
合，对现有制度规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修订和完善，加强
制度规范管理。强化底线思维意识。精准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强化机关作风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 （曹飞）

清丰县自然资源局自开展以案促改工作以来，针对发
生在本单位基层所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从剖析整改、建
章立制、监督问责上下功夫，紧盯神经末梢，为打通以案促
改“最后一公里”奠定坚实基础。认真剖析整改。及时组
织召开案件剖析整改会议和基层所党支部以案促改工作
警示教育会，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改重点，落实整改责
任，切实进行整改。加强建章立制。研究出台《关于印发

约谈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人管理办法（试行）》，根据其工
作岗位、工作职责和可能遇到的风险“订制”谈话内容，坚
持做好执纪审查以案促改后续文章。强化监督问责。严
格履行主体责任，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
式对以案促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指导和督促，纪检组对以
案促改工作全过程进行跟踪督导。

（曹飞）

清丰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坚持标本兼治，高标准、严
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建
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成立以局党组书记为组长的党风
廉政工作领导小组，对反腐倡廉工作任务进行分解细
化，层层落实责任。制定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切实做到
以制度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加大教育力度。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理论学习，坚持每周一集中学习，认真组织

全局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相关党纪法规。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积极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促进监督管理，推进廉政建设。严格执行
服务承诺制度、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责任追究
制度等“四项制度”，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增强政务财
务透明度，接受干部职工的监督。

(张团杰)

近年来，清丰县民政局党组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要求，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一以贯之地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建立并坚持党组中心组会议

“第一议题”学习制度，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
度化，着力打造思想过硬的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认真开展
系列廉政教育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

党组书记定期为党员干部上廉政党课及组织党员干部参
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警示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紧盯“关键少数”，以强力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
实。局党组严格执行约谈提醒、廉政提醒、“签字背书”、述
责述廉，完善责任落实、倒查追责制度，严格落实“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 （杨星冉）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增强广大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筑牢反腐倡廉底线，今年7月份，清
丰县爱卫办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参观清丰县廉政教育
馆，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刘振）

今年以来，清丰县供销社严格按照县纪委工作要
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加强教育，力促清正廉洁。通过集中学习、自学、
专题辅导、观看电影纪录片等形式，认真做好党纪政
纪条规教育，及时组织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引导党员
干部增强廉洁从政的自觉性。狠抓制度，铲除腐败土
壤。注重管理机制创新，不断深化人事管理、绩效考
核。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切实履行职责，坚持“一岗双责”。重视监督，
增强约束能力。加强党内监督，领导班子成员主动接
受监督，做到上下左右监督，形成相互监督合力。同
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接收群众监督，让
干部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 （刘电举）

清丰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党支部多举措并
行，层层强化教育，有力地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向深度发
展，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
力。建立健全制度。建立健全党员谈心谈话制度、政
务公开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及时通报发生
在身边的腐败典型案例，对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
早提醒、早纠正，做到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强化阵
地建设。充分运用微信平台等现代化信息媒介，进行
廉政教育，提高廉政教育覆盖面。依托“三会一课”等
平台，分享廉政认识，做到廉政教育形式多样化。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
人，进一步加大党务、政务、财务公开的力度，自觉接受
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 （孙振武 刘兆勇）

清丰县林业局党组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意识，通过抓学习促教育、抓制度促落实、抓监督促自
律，落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抓学习促教
育。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职工学习教育管理，充分
利用公示栏、微信、网络新媒体等媒介，传达上级对廉
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和文件精神，筑牢廉
政风险防控的思想根基。抓制度促落实。研究制定
《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意见》和《局党委领导班子、局党委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人、局党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
单》，明确任务、责任和时限，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落地落实。抓监督促自律。采取专门监督、内部审
计等方式，加强重点项目、财务资金监管。坚持财务
内审常态化，做到防微杜渐。 （李鲁豫）

清丰县农机局党组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
神上来，牢固树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意识，真
正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细化责任抓部
署。局党组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将责任逐项分解到领导班子个人和各股室负
责人，做到责任主体明确化、责任层次清晰化。以上
率下抓落实。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严格践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全局
上下形成严于律己、端正作风的良好氛围。完善制度
抓管理。制定完善干部职工考勤制度、请假制度和外
出登记制度等，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不断提升农机
服务水平。节前提醒抓预防。抓住重要时间节点，早
提醒、早预防，不断夯实纪律防线。尤其是在重要节
假日前，通过不同的提醒方式为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节
日守纪警钟，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徐小星）

三措并举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三抓三促”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严明纪律规矩红线

“五项建设”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

12月 13日，在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
馆举行“缅怀革命先烈、争创廉洁家庭”签字仪式，60
余名清丰县第一高级中学的学生和部分参观游客参加
了活动。通过签字仪式，号召广大学生和游客从自我
做起，牢固树立崇尚廉德、见贤思齐意识，进一步筑牢
家庭拒腐防线，提升家庭防腐意识，营造家庭清廉环
境，把平安、快乐和幸福永远留在家中。 （王志豪）

清丰县公路管理局把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作为各项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利用周二、五集体学习
日，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层
以上干部中开展廉洁家庭建设活动，为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补充正能量。 （兰雪平）

为持续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
有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日前，清丰县农
技中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廉政教育基地——范县郑
板桥纪念馆学习参观。 （王跃忠）

多措并举落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四举措”夯实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强化“四种意识”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

紧盯神经末梢 推进以案促改常态化制度化

坚持标本兼治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推动民政事业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