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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知识测试
确保学得扎实学得深入

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锦州市组织开展了常态化知识测试，
确保学得扎实、学得深入。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精心做好知识测试的各项准备工作，
分6场对167名县级领导班子副职领
导干部采取计算机闭卷答题的形式
进行首批测试。

测试内容主要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党 章 党
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特别是在辽宁考察时和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重要文件等应知应会知
识。考试不及格的需进行补考，补
考仍不及格的由市委组织部部长进
行约谈。

通过知识测试，进一步推动了理
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确保了理论学习有收获。

量化考评
确保评得精准评得公正

制定印发《锦州市“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考核评价办法（试
行）》及考核评价标准，对主题教育的
各项工作一一进行细化、量化分解，
让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干有目标、
行有规范、考有标准。

对规定动作不符合要求、随机抽
查和个别谈话回答明显有问题、各级
督导组暗访发现问题、心得体会等
材料抄袭或请人代笔、在各级会议
上受到点名批评等 23 项进行扣分；
对规定动作之外解决实际问题有特
色有效果、工作经验在市以上推广宣
传、出台有价值的制度文件等31项进
行加分。

各巡回指导组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坚持“谈、看、查”相结合，采取“四
不两直”方式，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的方式，对所指导单位进行
督查指导。通过参加联系单位党委

（党组）集中学习、交流研讨、列席主题

党日等，深入了解掌握所联系单位主
题教育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纠正联系
单位主题教育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
指导性意见。各巡回指导组每周结合
走访调研情况，按照考核标准，对所
指导单位进行量化打分排名，并对排
名后 5位的列出原因，形成了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

双千行动
确保为民服务落到实处

锦州市委组织部领导带队，组成
47个暗访小组对全市9个县（市、区）
154 个软弱涣散村进行了明察暗访，
对各项问题提出了整改方向。

创新开展千名领导干部、千个机
关支部结对帮扶困难户“双千行动”，
采取政策支持、技术进村、项目入户
等方式，5 万余名党员干部帮扶全市
2322 个困难户，制定帮扶措施 3483
条，解决实际问题 1988 个，打通了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双千行动”开展以来，为困难家
庭送去慰问金 25 万余元、米面油 11
万余斤、解决医疗费用2.1万余元、引

进致富项目57个、维修房屋80余间，
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干部受教育。

领导约谈
确保拧紧螺丝上紧发条

锦州实行“市委领导约谈”制度，
对排名靠后单位的“一把手”进行“面
对面”“点对点”谈话。

依据主题教育考核评价标准，各
巡回指导组采取检查抽查、调研访谈、
查阅档案等方式，每周对所联系单位
进行打分排序，每组按照倒排后 5名
确定约谈对象。市委常委对倒排 45
个单位“一把手”进行集体约谈，帮助
查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

目前来看，锦州12项专项整治工
作均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力整治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过程中
出现的阳奉阴违以及不担当不作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其
中，查处阳奉阴违问题 21个、不担当
不作为问题 115 个，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55 个，共问责处理
184人。

本报讯 33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整顿如期完成；各类“大棚房”和“举
一反三”82处问题全部整改；百股河头
道河段37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投入
1270万元维修改造学校15所，实施社
会救助惠及困难群众2.8万人……今
年以来，凌海市聚焦群众最急最忧最
盼的紧迫问题，上下统筹联动，持续
精准发力，让广大群众在主题教育中
看到了新变化，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
福感、收获感。

到一线发现问题、在一线解决问
题。凌海市围绕夯实农村居民增收
的“四梁八柱”，争取省级乡村振兴和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60 个，
178 家企业和 1100 个各类合作社成
为“三变”改革主体，126个村通过“三

变”改革，整体收入实现 8193 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凌海市农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实 现 12867 元 ，同 比 增 长
7.8%。同时，聚焦脱贫攻坚基础较为
薄弱问题，凌海举全市之力，扬优势、
补短板、强弱项，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29 个，让 3097 户 5910 人有了稳定收
入，实现脱贫。另外，凌海市还组织
691 名乡村医生与全部贫困患者签
约，落实贫困学生补助356人，提供就
业岗位 1500 个，4323 名贫困人口纳
入社会保障范围，488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危房改造全部竣工。

专项整治往实处抓、往深处改。
围绕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凌海市开展解放思想大行
动，组织2000多名领导干部走出辽宁

“带着问题出去，带着办法回来”，到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对标先进找
差距。其间，67 名担当作为、群众公
认的 80 后党政干部脱颖而出，26 名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全市实现了100个高
频事项“最多跑一次”，30项不见面审
批，企业开办申报办理时限由 7.5 个
工作日缩短到 1个工作日，各类市场
主 体 发 展 到 2.75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1%。实地解决土地、环境等瓶颈问
题120多个。

请群众出题，解群众难题。凌海
市实施一系列民生举措，积极筹措资
金450多万元，用于敬老院维修改造、
推广社区居家养老、建设社区服务中
心等，目前已解决 200 多个群众关心

的热心难点问题，。
凌海市通过治理河道 128.85 公

里，清理了河道“四乱”76 处，清运垃
圾近 3 万立方米，彻底解决了 2.67 万
公顷农田易受水患灾害、两岸环境脏
乱差等问题。

此外，为根治多年的城市“十乱”，
凌海市还组织市直机关单位和各乡
镇万余名党员干部走上街头开展义
务劳动。经过48天连续奋战，目前共
施划停车泊位 2.3 万处，拆除违章建
筑 43处，拆除沿街违法灯箱牌匾、广
告牌 1164处，清理居民楼内广告 600
余栋，清理杂草和私种小菜园5000多
平方米。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明显提升。

战立东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本报讯 日前，锦州市委统战
部的党员干部深入“同心·驿站”联
系点凌河区榴花街道榴花南社区，
开展“共享家”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的“社区大讲堂”重点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重点
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课堂上，参
加学习的街道、社区党员干部，非
公企业家和老党员代表等共同围
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统战工
作和非公企业党建等方面进行了
发言，交流了心得，抒发爱党情怀，
并就打造便民服务圈、利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加强统战工作、
扩大基层覆盖面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随着主题教育不断深入推进，
锦州市委统战部聚焦基层，积极探
索城区基层统战工作新模式。在
凌河区榴花街道形成以街道为市
委统战部“同心·驿站”联系点，街
道聘任市委统战部第一党支部为

“共享家”志愿服务队的模式。基
层存在的困难、问题以及提出的好

的建议、意见，通过“同心·驿站”直
接反映到市委统战部，统战部通过

“共享家”志愿服务队，统筹安排送
优势资源到基层，把统战工作成效
在基层体现出来。

据介绍，“共享家”志愿服务队
主要为基层提供四项优质服务，联
手打造统战工作服务基层群众的

“同心”品牌和便民工程。一是开
展帮扶解困工作。充分发挥统一

战线人才和智力密集优势，组建统
战系统人才智力库，对联系点街
道、社区反映上来的困难和问题，
进行分类梳理，与智力库匹配，为
基层与智力库架设一道对接的桥
梁，切实解决基层困难和问题。二
是开办街道（社区）大讲堂。根据
街道、社区的需求，把智力库里的
优势资源与街道、社区共享，举办
国家政策、法律、医疗卫生、科技等
知识讲座，提升居民政治修养和知
识水平。三是开展公益助学助教
活动，如协调智力库里的优秀教师
到 81 岁老党员王洪基在街道“快乐
之家”开设的公益补课班助学助
教。四是开展“三城联创”活动。
组织开展清理社区小广告、卫生死
角、洁净家园活动；大力开展垃圾分
类知识普及和公益宣传，引导居民
科学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不断提升群众垃圾分类
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
类的氛围。

刘晓蕊 本报记者 张继锋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11
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凌海市翠岩
镇的牤牛屯村进行采访。清晨的雨
露挂在村中心 5 米多高的党徽上，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分外闪
耀。牤牛屯村党支部书记金祥辉
告诉记者，这几年，牤牛屯吸引了
大批游客和民众前来参观学习，主
要得益于其恢宏磅礴、荡气回肠的
历史战役，以及不断开展的美丽乡
村建设。

在牤牛屯村，引人注目的不仅
是这里依山傍水的秀美风光，还有
每栋房屋门上悬挂的五角红星。它
们在经年不息的山风中闪闪发亮，
为这个曾是辽沈战役时东北野战军
锦州前线指挥所的村庄注入了一股
震撼人心的力量。

1948 年 10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
在牤牛屯村设立了锦州前线指挥
所，指挥了塔山阻击战、锦州攻坚
战、彰武新立屯阻击战、黑山阻击
战、辽西围歼战等八大战役，直至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全境
解放，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为把牤牛屯村打造成
红色精神教育基地，成为党员干部
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
要场所，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常抓常新，凌海市在牤牛屯
村新建了红色主题广场，以及可容
纳百余人的党员干部教育学校。此
外，凌海市还重新修缮了东北野战
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

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牤
牛屯村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里 11 公里的道路全部成了
柏油路，192 盏路灯照亮了家家户
户，自来水入户 100%，让每家都建
成了冲水厕所。

如今的牤牛屯村，已经成为远
近闻名的小康村。提起村里近年来
的变化，牤牛屯村党支部书记金祥
辉言语中洋溢着喜悦之情：“牤牛屯
村今年被选为全国首批重点旅游乡
村，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人气。特
别是牤牛屯村红色精神教育基地今
年11月初重新修缮并开馆后，已经
迎来了1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市民来
此参观学习。”

红色旅游带动牤牛屯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近
日，在锦州市总工会开展的“五小”

（小革新、小发明、小改造、小设计、
小建议）创新成果评比活动中，225
项创新成果进行了激烈角逐。据介
绍，锦州市总工会连续 4 年开展职
工“五小”创新成果评比活动，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锦州市总工会持续深
入推进职工创新创造工作，开展“五
小”创新成果评比活动，在突出企业
职工创新主体地位的同时，增强了
职工的创新动力，让想创新、能创新
的职工有舞台、有支撑、有激励，培
育了人人关注创新、人人支持创新、
人人参与创新、人人都能创新的良
好氛围。

今年，锦州市总工会对“五小”

创新成果评比活动进行了改革和创
新。一是注重激发青年职工的创新
创造积极性。青年职工是企业创新
创造的主力军，锦州市总工会特别
设置了青年组和普通组两个组别的
评比，给广大青年职工立足岗位创
新创造提供了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二是提高评比过程及结果的规范性
和严谨性。锦州市总工会精心研究
制定了“五小”创新成果评分细则，
从创新性、实用性、应用效果、推广
前景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大大
提高了评审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严
谨性。三是加大对获奖成果的奖励
支持力度。锦州市总工会专门增加
了“五小”创新成果活动预算经费，
提高每个获奖成果等级的奖金数
额，加大了对职工岗位创新创造的
支持力度。

225项职工创新成果
角逐“五小”评比

锦州市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出实招办实事让群众得实惠
本报记者 张继锋 高华庚

锦州市委坚
持把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与开展主

题教育紧密结合，着力打好
四套“组合拳”，实现高位
推进，步步见效。

锦州市6628个基层
党组织、17.4万名党员干
部参加了主题教育。同
时，全市各级各部门还把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
习领会,抓好宣讲解读,落
实工作责任,确保取得实
效。锦州还从当前各项工
作抓起,对照发展目标,全
力做好脱贫攻坚、生态环
保、民生保障、全面从严治
党等重点工作,推动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走深走实。

帮扶解困 开办讲堂 公益助教 美化家园

“共享家”志愿服务进社区惠民生

29个扶贫项目助凌海5910人脱贫

今日关注GUANZHU

锦州脚步 JIAOBU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近
日，义县举行《义县通史》发布暨义
县历史文化研讨会，历时 3 年创作
酝酿，《义县通史》正式面世。作为
我省唯一一部县级通史，它承载着
几千年悠久厚重的地域文脉，赋予
了更多的文化自信，标志着义县文
化事业树起了一座新的史学丰碑。

据介绍，2016 年下半年开始，
《义县通史》创作正式纳入义县委、
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历时一年
时间日夜兼程创作，近百万字的初
稿完成。2018 年 5 月，以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崔向东为首的渤
海大学创作团队，接受了《义县通
史》的编撰重任，随即投入系统而专
业的创作。2019 年 7 月 22 日举办
了“义县通史项目结项及移交仪

式”，渤海大学创作团队与义县委、
县政府进行正式交接。2019年8月
17日，举办了《义县通史》专家研讨
会，对百万字的《义县通史》进行最
终的学术把关，并与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达成印刷出版协议。

《义县通史》全书共分11章，时
间跨度从古代到近现代，自然人文、
地理环境、建置沿革、部族方国、朝
代更迭、乡土民俗等内容一应俱全，
全面记录了义县 2000 余年的历史
发展和变迁。

该书结构合理、全面系统、史料
翔实，内容条分缕析、图文并茂，是
我省首部县域通史。《义县通史》的
成功纂修，将对义县“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成
为义县对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我省首部县域通史
《义县通史》出版

本报讯 针对农村垃圾乱堆乱
放、河道污染、村屯绿化不足、秸秆
焚烧污染、村内养殖污染、基础设施
薄弱 6 项突出问题，黑山县近日开
展专项行动，切实把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落在实处，提升全县人居环
境质量。

黑山县委及时铺开“双百”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着力解决农村环境
差、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包扶领
导干部、包扶支部与全县20个乡镇
100 个环境落后村进行衔接，结合
实际推动专项行动，确保农村环境
有实实在在的变化。

目前，黑山县已投入3050万元，
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利用项目；投
入4500万元，在19个乡镇70个村修
村内路147公里；投入870万元，出动
人工 3.5 万人次、清运车辆 7000 台
次，对全县农村环境问题进行大清
理。全县清理道路两侧垃圾 3500
吨，清运村住宅垃圾1600吨，清理河
道漂浮垃圾2500吨，清运田边垃圾
1500吨，清运乡镇和村屯周边垃圾
4800吨，清理集贸市场23个，清除马
路市场6个，有效解决了群众关注的
实际问题。

冯 薇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开展专项治理
提升黑山县人居环境质量

社区讲堂志愿服务队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头道河镇砖城子村驻村干部走进大棚了解民情。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凌海市党员干部赴牤牛屯村红色精神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刘思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