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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要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守政治
忠诚，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加强理论武装，认真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特别是要按照中央
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和“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目标任务，把开展主题教育同
实现铁岭振兴发展实践结合起来，
同铁岭当前的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
结合起来，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
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
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特别要坚决落
实省委部署，抓好 10个专项整治，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倾向，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要树立干事创业鲜明导向，提
振干部精气神。各级党组织要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励广
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部署
要求和省委工作要求，释放促进干
部积极作为、奋进奋发的强烈信号，
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要
树立起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把好

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把重实干、重实
绩的用人导向立起来、严起来、实起
来、用起来，体现到调配每一批干部、
每一名干部的具体工作中，让敢担
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褒奖，让
不作为慢作为的干部让位置、受警
醒。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
开来”的重要内涵，旗帜鲜明地为改
革创新、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让干
部轻装上阵、没有后顾之忧。要加大
干部正向激励力度。坚持严管和厚
爱相结合、坚持从严管理和有效激励
相结合，建立完善市县乡村四级考核
评价制度，选树一批勇于担当、勇于
负责、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好典型，
该表扬的表扬、该重用的重用，切实
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
一个样”的问题。

要始终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 求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的决心不变、标
准不降、力度不减，坚持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
长震慑，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推
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提升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
平，牢固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
明导向，抓好软弱涣散党支部整顿，
推动党支部在基层工作中唱主角、
打硬仗，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铁岭市委书记李士伟日前
在全市庆祝建党98周年暨“两优一
先”和“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典型表
彰大会上如是说

本报记者 姜义双 王晓波 整理

旗帜鲜明为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

2018 年 2 月，按照省委部署，铁
岭市大规模选派干部工作全面启
动。省、市、县三级 1265 名“第一书
记”积极响应省委、市委号召，向着广
袤的辽北大地坚定出发。

“第一书记”要发挥作用，既要靠
“个人出力”，更要有“坚强后盾”。铁
岭市委明确指出，对选派干部，政治
上要高看一眼，生活上要厚爱一层；
市政府每年划拨近1400万元，用于选
派干部补助；市委组织部会同财政、
人社、审计、扶贫等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全力保障选派干部的工作和
生活。为加强选派干部管理，铁岭推

行“1+3+N”工作组模式，在县级层
面，选配1名选派干部总领队；在乡镇
层面，建立结对帮带、后勤保障、自我
管理 3个工作组。同时，围绕基层党
建、基层治理、项目招商等重点工作，
组建若干选派干部工作队，实现了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工作互动，变“单
兵作战”为“合力攻坚”。

选派干部进镇村后，没有了后顾
之忧，撸起袖子加油干，涌现了一大批
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敢于
担当、经验丰富、热心为基层服务的干
部：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开原市城东
镇潘家屯村“第一书记”曲嘉琳和沈阳

工业大学的城东镇孟家村“第一书记”
徐公文是一对夫妻，下派期间，他们举
家迁往开原，夫妻同心，共筑乡村振兴
之梦；市委办公室选派干部关利群入
驻昌图县八面城镇丁家村后，帮助村

“两委”班子理思路、换思想、转作风、
强本领，硬是把一个平均年龄近60岁
的村“两委”班子打造成了一个“奋斗
班”；省交通运输厅选派干部王立成入
驻西丰县和隆满族乡福巨村的第一个
月，就手绘了一张道路建设规划图。
一年来，他多方争取，积极运作，终于打
通了西丰县达成村与清原满族自治县
的断头路，新建了两座桥梁；大连医科

大学的张朋飞入驻铁岭县大甸子镇太
平寨村后，“走亲访友”上门了解村情民
意，经常吃住在村委会，寒暑假他还免
费给孩子们补习……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在“第一
书记”的不懈努力下，铁岭的农村从
基本生活到基础设施，从农业项目到
集体经济，从党的建设到村风民风，
都结出了累累硕果。

全市“第一书记”共引进项目368
个，协调资金 3.14 亿元，培育致富产
业 436 个，铺设村屯道路 1134 公里，
修建桥涵 174 公里，安装路灯 6321
盏，解决各类民生问题5492个。

选派干部进村 服务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为
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典型、
表彰先进，教育引导铁岭市广大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6月
28日下午，铁岭市庆祝建党98周年
暨“两优一先”和“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典型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会上，全体与会人员举行重温
入党誓词宣誓仪式，市领导为全市

“两优一先”和“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代表进行颁奖，先进基层党组织
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先进
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

铁岭市优秀共产党员、开原市
扶贫助学协会党支部书记富巍入党
59年来，一直致力于各类扶贫助学

活动。“成绩与荣誉只能代表过去，
我会以这次表彰为动力和鞭策，在
崭新的起点上再出发，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一颗甘
于奉献的螺丝钉，为党的事业贡献
自己的微薄之力。”85 岁高龄的富
巍说道。

铁岭市委号召，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向受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学习，要学习他
们忠于党、忠于事业、忠于人民的坚
定信念；要学习他们恪尽职守、奋发
有为、敢于担当的时代品质；要学习
他们牢记宗旨、心系群众、无私奉献
的高尚情操；要学习他们艰苦朴素、
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认
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

先进党组织与优秀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7
月15日，记者在辽宁工程职业学院
了解到，目前，全国报关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国际关务人才培养基
地和中国报关协会关务水平测试考
培中心已正式落户该校。

随着国际关贸的迅速发展，业
务量的急速增长，对高等学校培养
和输出大量符合关务管理行业需求
的国际关务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中国报关协会、全国报关
行业指导委员会指导下，辽宁工程

职业学院与辽宁诚宇教育集团校企
合作共建国际关务管理人才培养
基地。该基地通过构建全新的人
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专业
课程体系、技能训练真实情境及人
才质量评价体系，全面保障人才培
养质量。

据了解，该国际关务人才培养
基地是全国报关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在我省设置的首个基地，关
务水平测试考培中心是中国报关协
会在我省设置的第二个中心。

国际关务人才培养基地落户铁岭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铁
岭伞灯秧歌是流布在铁岭县东部山
区的一种民间舞蹈，现已是省级非
遗项目。”7 月 15 日，在铁岭县李千
户镇中心小学的舞蹈教室里，71岁
高龄的伞灯秧歌传承人谢纪成一边
给孩子们讲述伞灯秧歌的由来，一
边教孩子们扭秧歌。舞蹈社团的孩
子们对这种本地的传统舞蹈很感兴
趣，在伞灯的指引下，纷纷加入秧歌
队，学舞步、学技法。

这学期，李千户镇中心小学少
年宫火热开班，少年宫设置有音乐、
美术、舞蹈、书法、体育专用教室，还
增添了手工、陶艺、计算机、国学经
典等新的科目。校长张丽娟介绍，

乡村少年宫让农村的孩子享受到
丰富多彩的活动，学校更是结合本
地特色，引进了伞灯秧歌、剪纸画
等特色民间艺术，让孩子们在收获
快乐的同时，也了解家乡的人文与
历史。

在铁岭县，像李千户镇中心小
学这样的乡村少年宫还有16所，铁
岭县会定期组织文化单位、艺术团
体、农业技术等专业人员，邀请当地
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等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为学生和
教师进行面对面地指导。除了常规
的课堂，每一所少年宫都引入各地
本土文化特色科目，打造各具特色
的教育活动品牌。

铁岭县乡村少年宫增至17所

“天天有活干，天天有收入。”7
月15日，在开原市八棵树镇下窝棚
村的为民瓜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棚里，贫困户杨崇林正在给西红
柿间苗，他告诉记者，5 月以来，他
每天都来大棚里干活。

2016年，下窝棚村“两委”班子利
用全村7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
贫资金和扶贫贷款投资冷棚产业项
目，参与冷棚产业项目的农户年人均
增收2万元以上，本村贫困户通过享

受入股分红，年人均增收400元以上。
2018 年秋，下窝棚村决定建立

村社一体的暖棚瓜菜合作社，村民
以承包地、贫困户以产业扶持资金
共同参股，八棵树为民瓜果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目前，合作
社已经建成冷、暖大棚400余栋，产
出的香瓜和蔬菜主要销往黑龙江、
内蒙古等地，带动上百名农民在合
作社常年打工。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下窝棚村建起扶贫大棚

打造银冈书院、
党性体检中心等一批
党性教育基地，构建
铁岭红色文化长廊；

在全市推广“五定四抓”主题党
日经验，让党员焕发新活力；实
施“头雁领航”培训工程、村级后
备人才“蓄水工程”，建设过硬的
乡村干部队伍……回顾铁岭
2019年上半年基层党建工作，
可谓亮点频频、特色鲜明。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管党
治党，重在基层。

今年以来，铁岭基层党建工
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部署
要求，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
出政治功能，实施“五项工程”，
开展“六个专项行动”，推动基层
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为实现铁岭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决策者说 JUECEZHESHUO

图说 TUSHUO

点燃红色引擎 奏响发展强音
——铁岭市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综述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欢迎大家来到铁岭市党性体检中心，
为方便党员进行党性自查，中心设置了测
试题，前来学习体检的党员打开微信，扫描
二维码就可以答题检验自己的党性。”7月
6 日 10 时，铁岭市党性体检中心迎来了当
天第二批参与体检的党员。

据了解，为切实解决常规党性教育模
式单一、不够直观、很难触及党员内心的问
题，铁岭市探索建立了党性体检中心。中
心对照党章和系列讲话，围绕党内法规，总
结了党员干部“五种常见病”和“100 种负
面言行”，让党员对标对表、自省自查。近
两个月，党性体检中心已接待近百家单位
的3000余名党员。

推动基层党建质量提升，铁岭始终坚
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抓好理论武装、强化
政治功能。铁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和各类党员干部培训班的必修课，作为
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各基层党支部理
论学习的“硬任务”。

同时，铁岭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开展系列
庆祝活动。打造银冈书院、雷锋纪念馆、党
性体检中心等一批党性教育基地，构建铁
岭红色文化长廊。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讨论”和“提士气、鼓干劲、解难
题、促发展”活动，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开展“百场宣讲”“故事党课”“情景互
动党课”等系列活动，表彰一批“两优一先”
和“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典型，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弘
扬新时代铁岭精神。

抓好理论武装
补钙铸魂

7 月 5 日，昌图县后窑镇双山
村党总支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村党
总支还为 6 月份入党的党员过政
治生日，党员们手持生日贺卡，庄
严宣读入党誓词。在民主议事中，
全体党员共同商议了村规民约，
并对其中新修订内容进行了举手
表决。

“俺们很珍惜主题党日这个活
动机会，既能学习党的最新政策，
了解身边大事，又能参与村级事务
管理，为村里的发展建言献策。”双
山村党员王明福说。按照铁岭市
委部署，昌图县从 2016年开始，坚
持每月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
党员喜闻乐见的方式落实“三会一

课”等党内生活制度。
昌图县在主题党日活动中坚

持定时间、定主题、定内容、定活动
方式、定参加人员，以议政、学习、
服务、参加组织生活“四件事”为主
要内容，调动全县党员参加主题党
日活动，让其在参加活动中加强党
性锻炼，树牢“四个意识”，进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支部凝聚
力和战斗力。

为着力解决部分基层党组织
开展组织生活缺载体、缺抓手，不
认真、不严肃、不经常的问题，铁岭
于今年在全市推广了昌图县“五定
四抓”主题党日的经验，市委组织
部坚持每月对各地主题党日开展

情况进行调度、抽查，并排名、通
报。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有
效推动了“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
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落地。

固本强基，铁岭县落实在细节
中。为切实解决村级组织后继乏
人等问题，铁岭市从 2016 年开始
在全市推行了村级后备人才“蓄水
工程”，通过民主推荐、公开选拔，
将农村德才兼备的年轻人、致富带
头人、生产技术的明白人等纳入后
备人才库，并进行重点培养。全市
储备村级后备人才 3000 余名，目
前，已有 269 人进入村“两委”班
子，598人成为农村精准扶贫、富民
强村的带头人。

落实基本规范 固本强基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
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

加强村集体经济建设，铁岭县
的 200 余个行政村有的抓特色产
业，有的搞服务创收，有的建设合
作组织，然而能够摘掉“空壳村”帽
子的村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
是有一个好班子。

铁岭县凡河镇高强北村如今
已建成香菇大棚 68 栋，参与种植
的农户每年收入都能超过 2万元，
而在大棚打工的农民，每年也至少
有数千元的收入。“我们村能找到
今天的致富门路，就是因为有了士

安这样的带头人。”村民贾铁英提
到的士安，是高强北村党支部书记
王士安，两年前，就是他带领村“两
委”班子，把香菇种植引到了村
里。高强北村成立了兴蕾农作物
种植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合作
社，合作社将大棚分包给村民，由
村民自主管理，合作社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作为村集体收入。

为全面推动村集体经济与合
作社共同发展，昌图县积极探索

“村社合一”模式，切实将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与合作社的产业优势紧
密结合起来。

昌图县金家镇黄酒馆村党支
部书记张海民带领村“两委”班子，
因势利导，整合村里资源，建立绿
色生态养殖、黄烟、花卉 3 个合作
社。目前，村里固定资产超过千万
元，每年安置农村劳动力就业 100
余人，昔日贫穷落后村变成了新农
村建设试点村。

“群雁高飞头雁领”。推动乡
村振兴，铁岭深知打造过硬的乡村
干部队伍是关键。今年，铁岭加大
培训力度，连续开办 5 期“头雁领
航”培训班，全市 1176名村党支部
书记全部参加。

开展提升培训 蓄满动能

高强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士安指导村民种植香菇。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第七届中国·铁岭荷花文化旅
游节于 7 月 13 日开幕，此次荷花文
化旅游节将呈现规模空前的展览，
打造璀璨的荷海盛况，创历史之最。

怡荷园是莲花湿地荷花精品
区，汇集了600多个荷花品种，创展

出新纪录，更引进多个国际名贵花
种，盛装亮相。游客可以在荷塘泛
舟，荡起船桨，穿行在大片盛开的荷
花中，还可以观赏鸬鹚捕鱼，品尝荷
花美食，体验捉蟹、钓蟹的乐趣。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荷花文化旅游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