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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玲 王肖雅）4月18日，
市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会议。

会议学习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
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
4个司法解释；传达了《嘉峪关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2019年工作要点》主要精神。

会议要求，要继续加大案件线索摸
排，深挖涉黑涉恶案件线索，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做好案件线索移送移交，确保案件
线索不流失；要强化案件办理质量，提高
案件办理效率，坚持将办案作为检察机关
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合点和着力

点，突出严打态势；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政策、法律法
规、典型案例、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等内容，
不断壮大正面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强大声势，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同黑恶势
力作斗争的信心；要严守办案纪律，落实
办案责任，加强自我监督和办案监督，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果。

市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领导小组会议

李婷婷

“2016年换届以来，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238人次，占
比78.8%；第二种形态处理33 人次，占
比10.9%；第三种形态处理20 人次，占
比6.7%；第四种形态处理11人次，占比
3.6%。”

近年来，市纪委监委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
着力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深入实践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正“歪树”、治“病树”、拔

“烂树”、护“森林”，强化日常教育监督管
理，并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融入纪检监
察干部自身日常业务管理中，由党支部书
记常态化与支部党员开展谈心谈话，做到
发现苗头问题马上谈、发现轻微问题马上
纠正，对干部“严管”中彰显组织“厚爱”。

多渠道、多方式开展监督
“派驻雄关区纪检监察组紧盯涉

农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创新基层监

督机制，督促协助峪泉镇建立了乡镇
廉政监督员、纪检监察干部包村、纪检
监察干部固定接访日等制度，构建起
覆盖所有行政村的监督员队伍。市纪
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围绕驻在
部门中心工作，把握好纪律建设这个
治本之策，督促综合监督单位制定
2019 年度、季度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工作要点，监督督促各单位落细、落
小、落实主体责任……”

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纷纷以创新方
式，打出监督“组合拳”，充分发挥“哨
兵”和“探头”作用，履行纪检监察双重
职能，从所在单位职能职责和内部机
构设置中掌握主要监督范围和内容，
找准被监督单位公职人员的重要岗位
和关键环节，从驻在部门权力运行的
特点规律中发现问题，通过参加“三重
一大”会议、列席政治学习、督促落实
财务审计整改、加大公务用车管理使
用检查等具体措施，加大日常监督力
度，及时提出整改建议，监督后续整改
落实。同时，各派驻纪检监察组通过
监督驻在单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促进党委
（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让监督对象时刻绷紧纪律之弦。
找准切入点，强化督查检查

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始终把讲政治
摆在首位，坚持把握好“树木”和“森
林”的关系，既严肃查处严重违纪违法
行为，也着力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下
功夫，做到抓常、抓细、抓长，真正用纪
律管住“大多数”。

结合节日特点，市纪委监委在节日
期间着重发现和查处党员干部违规使
用公车、公款游玩、探亲访友等活动；节
日期间大操大办、借机敛财，公款互相
宴请；参与各种封建迷信活动以及其他
违纪违规行为。对驻在监督单位第一
季度“三公”经费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抽
查，着重发现和查处违规报销差旅费、
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并于节假日放
假前一天、收假第一天对驻在监督单位
劳动纪律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同时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问题，通过开展省委巡视反馈重点项目
整改工作、营商环境等专题调研、开展
民意调查等方式，倾听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的意见，摸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新动向、新表现，向恶疾亮剑，对顽症开
刀。锁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的具体表现，部署开展不担当、不作为，
工作不实、弄虚作假等专项治理工作。
并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强力整治、雷霆问责，推动纠
治“四风”向纵深推进。

以案明纪，强化日常警示教育
“凡查结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

件，都在本单位开展针对性警示教育，
领导干部、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
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以案明纪，
让党员干部引为镜鉴。”市纪委监委第
三派驻纪检监察组以“教育、提醒、警
示”三道关口前移方式强化日常监督。

同时，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积极做好
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从“抓关键少数”
向“管住大多数”转变，以“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督促驻在单
位党委把警示教育作为筑牢党员干部
廉政防线重要内容，通过召开警示教育
大会、通报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开展警示教
育，结合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重大问题和个人有关
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常态化深入开展
党风廉政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本报讯 为推动我市水利行业扫黑
除恶工作向纵深发展，市水务局认真贯
彻全省、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
议精神，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要求及工作重点，精心组织、全面部
署，把握导向、深入宣传，健全机制、形
成合力，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建立长效机制。市水务局结合水
利行业实际，坚持以打击在水利工程项
目建设过程中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
采砂、强占河道、霸占破坏水资源、危害
农村饮用水安全及农田灌溉等黑恶势

力，结合河湖“清四乱”行动，与市检察院
紧密配合，联合印发《“携手清四乱、保护
母亲河”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市水
务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线索联
合研判会商制度》等制度，各基层单位按
月收集上报水利行业扫黑除恶线索摸排
表和工作进展情况，做到线索摸排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无盲区、全覆盖。

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利用水务局
门户网站、公众号、LED电子显示屏等
载体开展宣传，在三镇水利站、各村张
贴《致全市人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一封公开信》《公民举报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市级奖励办法》，结合
纪念“中国水周”暨“世界水日”时间节
点，在雄关广场、人民商城、各村镇等人
口密集地点，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发放
宣传资料、设置扫黑除恶知识展板等形
式，广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

强化监督检查。成立检查组，对上
一年未完工的续建项目及管辖区域内
水库、河道情况，开展了水利行业联合
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
行为。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

行动，与检察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充分
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作用，深
入排查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突
出问题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把“四乱”
问题线索找全、找准、找实，确保线索排
查不留死角、不走过场，为下一阶段的
问题集中清理整治打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杨亮）4月23日，市委
讲师团工作人员陈玉忠到市总工会宣
讲全国“两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宣讲会上，陈玉忠从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国当前的经济形

势、今年工作目标及政策取向和今年
重点工作等四个方面，对全国“两会”
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报告会重点
突出、内涵丰富，为参会干部职工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国“两会”精神提供了很好的辅
导解释。

本报讯（记者武晓霞）4月24日，
市离退休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辅导会在
市委老干部局举行，市离退休干部党
员及相关人员聆听宣讲辅导报告。

宣传辅导会上，市委讲师团讲师
以“把握大局大势 积极主动作为”为
主题，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
深刻、生动翔实的讲解，同时对全国

“两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阐释。
辅导报告内容丰富、系统全面，具有
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聆
听宣讲的老同志表示，本次宣讲让他
们受益匪浅、感受颇深，今后要继续
发挥余热，自觉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离
退休干部的新使命。

本报讯（刘乾）近日，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传达
学习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局长李宝荣来嘉调研座谈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讲
话精神，持续推动落实《关于推进新
时代机关事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依
规依制履行好我市办公用房、公务
用车、公共机构节能和机关后勤管
理等职能管理工作。要持续抓好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党

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的贯彻
落实，立足全市机构改革后的实际，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时刻绷
紧勤俭节约这根弦，组织开展专题
调研，细化配套制度标准，承担好机
构改革变动部门和单位的办公用
房、公务用车调整配备，全力保障好
相关机关正常运转。要持续推进公
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做好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
领跑者遴选工作，开展好节约能源
资源和生态文明建设宣传。

抓实日常监督 在严管中体现厚爱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李 宝 荣 来 嘉 调 研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市委讲师团到总工会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市离退休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甘 肃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宣 讲 辅 导 会 举 行

程东东，2000 年出生，安徽宣城
人。7 岁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突然
得了一种怪病，腿变得无力，起初还能
勉强行走，但稍微碰一下就会摔倒。后
经医院检查诊断，程东东患的是“渐冻
症”。这些年，程东东一直在积极治疗，
病情却不见好转，行走能力越来越差，
坐下、站起都不能独立完成。从三年级

开始，就只能坐着轮椅上学了。原以
为，我的世界从此会变得一片灰暗了。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程东东爱心帮扶小组
市水务局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4月17日，我市开展律师参与城
市管理执法工作启动仪式。律师参与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通过驻队服务、联
合审查、办案交流等形式，实现双方业
务知识与法律知识的共享共建，形成
互补工作合力，共同探索执法良策，提
高城市管理工作水平。（记者武晓霞）

●日前，市农行在全行范围内开
展了以“根植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农
行”为主题的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增强
全行干部员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能力
和意识，不断提升全行依法合规经营
水平。 （王维定）

●近日，长城区建林社区开展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摆放展板、悬
挂横幅、设立健康咨询台，向过往群众
宣传健康知识。 （李德莲）

●4月18日，酒钢宏兴股份公司动

力厂团委组织30名党团员来到市中级
人民法院，与市两级法院团支部开展
结对共建暨主题团日活动。（王继禄）

●4月15日，市城市管理执法局镜
铁支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了以

“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责
任”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
强全体干部职工的国家安全意识。

（武晓霞 卢芬芬）
●近日，长城区兰新社区联合建

设路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警示教育
会。 （徐惠霞 张吉娟）

●近日，长城公安分局建设路派
出所走进辖区单位市公路管理局，开
展扫黑除恶及综治维稳工作宣传讲
座。 （武晓霞 冶建伟）

●4月24日，新城镇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新城镇政府召
开，镇第十八届人大代表42人出席了
会议。 （李瑞）

“渐冻症”男孩，生命中幸见他们

本报讯（记者吴万先）春天来临，
处处草木泛青，花朵飘香，城市重新换
上了亮丽的面容。行走在道路两旁，
穿梭在城市繁华之中，发现横贯我市
南北的文化路、五一路等几条主干道，
一路通畅，道路两旁，花团锦簇，香气
扑鼻，树木葱郁，风情浓郁，整洁壮观，
一路花开，一路芬芳。这些新的道路
景观，增加新的活力，让城市更美丽。

最近，微信朋友圈有一条在“文化
路上看春天”的信息，吸引了我市大多

数人的追捧，点击量一路上升。记者
眼前一亮，决定一看究竟：正如微信朋
友圈中一样，春天，正在文化路上绽放
色彩，道路像建在花园之中，处处有新
的景象，一条宽阔的马路，给人舒适开
阔的印象，也成为城市一个新的景
象。记者随即在住建局了解了道路的
建设和美化情况。

据市住建局有关人员介绍：近
年来新改造的文化路、五一路、朝阳
路等主干道，本着上档次高质量、高

水平的目标，进一步改善我市道路
环境，提升城市交通设施标准，同时
把道路美化工作等同起来，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同步管理。在注重道
路质量建设的同时，由甘肃紫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道路美化
工程，道路美化追求美观、自然，注
重特点，打造风格。记者在该公司
了解到，为了做好道路美化工程，他
们本着美观、流畅、品质、风情的要
求，选取了多种树木花草，品种繁

多，有乔木、国槐，有高杆重瓣榆叶
梅、欧洲玫瑰、金叶梅、紫叶樱等，采
取花香搭配，一段一景，互相穿插，
形成了一道浓郁绵延的风景，为道
路、为城市打造了新的风景。新改
造的文化路和五一路等，都是按照
这个标准美化道路的。

由南到北的几条主干道，细心观
察，的确是各有风格，景观不同，成为
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为我市进
一步提升城市形象的主要标志。

一路花开 一路芬芳

道路景观让我市更美丽

4月24日，市图书馆“智造未来·创阅无限”3D创客公
益课堂正式开讲，邀请市一中的蔡军兵老师以讲解的方
式，带领大家认识3D打印技术。

张姗姗 杨亮 摄影报道

近日，长城区建设社区向辖区老年人宣
传《嘉峪关市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试
行）》等内容。 赵彦萍 武晓霞 摄影报道

近日，长城区东安社区党委认真安排为辖区退役
军人上门悬挂“光荣之家”光荣牌，做好双拥工作，让

“鱼水之情”融入整个社区。
武晓霞 张小莉 摄影报道

近日，镜铁区曙光社区开展“扫黄打非·护苗2019”专
项宣传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多读书、读好书，自觉抵制和
远离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 殷雪丽 摄

4 月 17 日，雄关区祁连社区开展扫黑
除恶宣传活动。 顾丽华 杨亮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李巍 通讯员蒋欣）自4月15日
起，镜铁区迎宾社区党委、武装部联合辖区7家单
位，共同开展“党建+双拥”“互联共转”活动。

活动中，由社区和“互联共转”单位党员、网
格员、相关工作人员50余人组成的工作队，分组
为辖区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
之家”门牌，确保发放对象不漏、不错、不重。

据迎宾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是在
完成优抚对象信息采集、身份认定核查、建档立
卡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旨在以“党建+双
拥”的形式，引导辖区“互联共转”单位强化我市

“双拥”传统，以实际行动参与社区工作、服务辖
区群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成果，
拧实“互联共转”党建合力。

迎宾社区开展“党建+双拥”“互联共转”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