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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在线

目前我市开展的“两学一做”是继群众路
线专题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之后，党内思想教育的继续，更是一种总结与
升华。作为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
应积极投身“两学一做”教育活动中，自觉用
党章和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党的理论
创新成果武装头脑，加强主观世界改造，主动
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底线，真正
做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党员。

勤学笃行，坚定信念。信念上的坚定源于
理论上的清醒。目前在全市组织系统开展的

“打造过硬组工干部队伍”的专项活动，旨在强
化忠诚意识、看齐意识、担当意识、规范意识
和服务意识，正是从本源上坚定组工干部信仰
的有力举措，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将坚定信念
烙入灵魂深处。第一要学习党章党规。学习党
章党规是对党发展历程的回顾，是思想不谋而
合的展现，是引领行为的根本。重在明确基本
标准、树立行为规范。第二要学习习近平系列
讲话精神，准确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领会精髓、理解实质，努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武装头脑。第三要自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
风。通过学习弄明白我们的党、我们的组织工
作是怎样走来的、怎样走下去，弄明白工作的
规则准绳、价值取向是什么，努力把学习过程

变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提高素养、坚定信
念、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

铭记宗旨，强化党性。思想是行为的先
导，党员干部作风好坏，关键在于思想认识。
从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创先争优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再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央这一系列
部署、举措和要求无不一一体现了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及强化领导干部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从根本上讲，党员意识就是党
员的先进性意识，是党员理想信念和政治觉悟
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党员意识是党员的灵
魂，是党员须臾不可离身的思想“身份证”。因
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成为一名合格党
员，就必须自觉强化党性意识，就是无论在什
么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自觉做到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群众利益在前，个人利益在后。在日

常的工作生活中，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时刻不
忘党员身份，经常问问自己：入党是为什么？
为党做了什么？时刻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和纲
领，在党言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言行时刻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党忧党，积极献言建策，思
想坚定，为党多做工作；在党为党，作为一名党
员，除了在工作上要带头，还需要在朋友交往中、
邻里关系中、人际关系中处处以身作则，努力在
各方面比其他人做得好一点，比非党群众做得好
一点，时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严于律己，崇规守矩。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党章和党规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行
为准则。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章，是党内的
根本大法，党规党纪是对党章的延伸和细化。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从严治党立德立
规，树起道德高标准，划清纪律“底线”。做合
格共产党员，就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

首位，要时刻、自觉、坚决向党看齐，把看齐
认识扎根于思想上、履行在举动上，确保党的
集中统一、团结一致。规矩意识强不强，是衡
量一位组工干部组织上是否合格、政治上是否
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组工干部来说，这方
面的要求更高更严。具体来讲，讲规矩就是要
摆正自己的位置，按程序、按规定办事，做到
到位不越位、出谋不决策、协调不包办；不该
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
该记的不记；不传播、不泄漏党委、党组在讨
论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
决定的问题。绝不要因为组工干部知道的事情
多一些，就到处乱发议论、谈观点、讲内情，
以实际行动维护组工干部的良好形象。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习总书记说：“看一
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
没有担当精神。”组工干部要有担当的能力，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有了过硬本领才

能真负责、真担当、有作为。新形势下，对组
工干部的要求与日俱增，必须加强学习实践，
锤炼自己的基本功，努力提高急难险重工作上
的能力。要有担当的拼劲，要以“等不起”的
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和“争一流”的使
命感，咬紧牙关，守必坚，攻必克。去年8月
拍摄党员教育参赛片《老坚决轶事》，时间紧、
任务重，资金困难，我们冒酷暑、战疲劳，加
班加点高质量完成任务，荣获中组部全国党员
教育片观摩评比一等奖。要有担当的精神。实
干就是最好的担当，以忠诚老实、厚道朴实、
认真踏实的处世态度，克服心浮气躁心理。始
终保持埋头苦干老黄牛的良好作风，做到工作
勤勤恳恳，办事兢兢业业，保持一种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韧劲，保持一种知难而进、锲
而不舍的钉子精神，目标任务一经确定，就要
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出亮点、出精品。要有
担当的思维。组工干部要自觉强化全局思维，
把组织工作置于发展大势中来考量，以战略的
思维来审视、分析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
结合起来，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
辩证思考新常态下组织工作干什么、怎么干，
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工作中要树立“精品”
意识，好中求好，优中求优，力争每一项工作
都有高标准、高要求和高效率，不断提高本职
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作者单位：市委组织部）

践行“两学一做” 锤炼党性修养
□ 周脉胜

走进虞城县刘店乡的河滩村，到处机器轰鸣，到处堆
放着加工好的木条。村民袁明传说：“这里已经有40多年
加工木条的历史，产品销往十几个省市，有的还销往国外。”
近年来，该乡因势利导，引导村民不断拉长运输、加工、销售
等产业链条，现已形成木材集散地，带动数万名村民走向致
富路。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李怀华 史金锋）柘城县针
对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有力的奖惩制度。为了让“罚”达到实
效，近日，该县借力“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这一平台，坚
持对精准扶贫工作“三严三查”，收到较好效果。

严明纪律，查扶贫的精准度。该县要求 10个督导检查组
和4个监督问责组坚持每天深入到农村督导。督导人员要入村
到户，与贫困户“零距离”接触，详细了解驻村第一书记和帮
扶单位入村帮扶情况。要求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人员恪尽职
守，在岗在位，摸清被帮扶对象底子，了解全面信息，掌握详
细情况，为被帮扶对象“对症下药”，开出良方。

严格督导，查帮扶的实底率。按照“六准一率”（即建档立卡
贫困户识别准、信息准、致贫原因及分类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帮扶责任人双向了解情况准、脱贫计划和帮扶措施落实准、脱贫
贫困户准，贫困户对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满意率高）、“四知晓
三一致一真实”（即知晓自己是贫困户、知晓帮扶责任人、知晓帮
扶措施、知晓帮扶时限，贫困户实际情况、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和纸质材料三者一致，脱贫户情况真实）、建档立卡“回头
看”等内容，采取电话随机抽查贫困户、面对面询问被帮扶对
象和查阅贫困户档案资料等形式，严查帮扶到位情况。

严肃问责，查处扶贫不力。“四个不为”专项工作组每天利用
手机短信平台和“清风柘城”微信平台，对存在问题的驻村第一
书记和帮扶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工作不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和
帮扶人员点名道姓批评，让其出汗红脸，形成精准扶贫攻坚工
作高压态势。对在督查中发现问题一次、两次、三次及以上
者，分别给予全县通报批评和电视曝光、由县懒政怠政“四个不
为”监督问责组对相关人员进行诫勉谈话、由县懒政怠政“四个
不为”监督问责组对有关人员追责给予相应党政纪处分处理。

柘城县

“三严三查”助推扶贫攻坚

脱贫攻坚进行时

5月15日，夏邑县爱
心义工协会在罗庄镇徐瓦
房村慰问贫困户徐茂全老
人。今年 75 岁的徐茂全
腿上长骨刺，丧失劳动能
力，大女儿就读于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小女儿读高
三，今年也要参加高考，
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爱心
义工协会会员捐款给徐茂
全买了面粉、食用油，方
便面等食品。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近日，宁陵县城关回
族镇召开精准扶贫动员
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扶
贫方案，动员全体镇村干
部深入群众，通过走访调
查，对贫困户人口建档立
卡，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致
贫原因，量化工作任务，摸
清帮扶需要，明确帮扶责
任，落实帮扶措施，为精
准扶贫工作奠定基础。图
为5月13日北关村召开群
众代表大会推荐贫困户。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
讯员 高云光 摄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吴志坚） 20年
前，河南农大郑祥义教授为播撒科技星火，把生命
献给了民权县人和镇。20年来，郑祥义教授无私忘
我的奉献精神在河南农业大学和人和镇一直被发扬
光大。他用知识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鼓舞和吸引
了无数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据了解，为开展科技扶贫开发，近年来，河南农业
大学朱云集等教授继续发扬郑祥义教授无私忘我的
奉献精神，每年不少于4次带领师生来到人和镇，开展
调研培训活动，手把手指导农民朋友进行农作物科学
管理，为广大农户送去了一道道“科技大餐”。

今年3月15日，朱云集教授及专家团刚在镇上讲
完小麦高产春管技术课，就又来到该镇的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在黄集村的麦田里对村民赵普民说：“看了你新种
的小麦，长势不错，开春后随着气温回升，小麦生长加
快，肥水要注意跟上。小麦要高产，肥水是关键。”

像赵普民这样与朱云集教授熟悉的农民，在人

和镇还真不少。她不仅能记住他们的名字，还知道
他们的承包地块。许多农民交口相传一句话是：“要
想小麦创高产，种啥？咋种？咋管？得问朱教授。”

今年清明节，正是苹果花开的时节，河南农业
大学的教授和莘莘学子再次来到人和镇，为长眠在
这里的郑祥义教授扫墓祭奠。在内西村的苹果园
里，朱云集教授还现场向果农们传授苹果整形修剪
和栽培管理技术，她说：“你们现在给果树人工授
粉，那是种花种果，要是花开多了，还要疏花疏果，要
不，果树就会累坏，明年就不好好干了。这就是果树
结果形成大小年的主要原因。”每当朱教授讲完一项
后，总会询问：“听懂了吗？”大家齐声道：“听懂了！”

作为苹果之乡，人和镇按照郑祥义教授生前的
遗愿，针对苹果品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大力实施苹
果改质工程。他们在河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指导
下，不仅引进了品质优良、商品性好的红富士、新
红星、华冠优质新品种，果农们还掌握了果实套

袋、树形改造、人工授粉、生物防治等 5项新技术，
果树品质和产量一年一个新水平。目前，全镇果树
面积 3.2万亩，其中，苹果面积 2万余亩，葡萄面积
1万余亩，全年产鲜果 8200多万公斤，实现经济效
益13000多万元。

5月12日，该镇干部程德全告诉记者，1996年秋，
河南农业大学在人和镇建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20年来，每年寒暑假，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来
到这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他们从捐赠课外图书，
到为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从与农民开展文艺联欢
活动，到为农民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都给这里的
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河南农业大学

在人和镇的科技扶贫情结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实习生 陈贝贝 任艳美）为推动志愿服
务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近日，商丘师院申请开通了志愿
服务协会，在全校推广使用“志愿云”志愿者信息系统。截至目
前，已注册的用户高达1.6万。

“志愿云”志愿者信息系统取实名制注册形式，具有手机互
联、个人服务记录实现全国一键转移等方便快捷的特点。在系统
内，各志愿服务团队可根据实际，自行策划项目，在“志愿云”信
息系统上发布。个体志愿者可根据自已的特长，积极响应和参加志
愿服务团体发布的活动项目，并取得相应的志愿服务时长记录。志
愿服务是河南省文明单位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也是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丘师院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全面注册，
加强管理，专人负责，注重使用，为河南省志愿者事业的健康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1.6万志愿者
“云”集商丘师院

据悉，为帮助留守妇女在家创业，民权县胡集乡将编
藤篮、穿珠帘等手工加工项目引入农村，帮助留守妇女居
家创业，增加收入。目前，该乡孟楼村农闲时节从事编藤
篮、竹篮农村留守妇女就有30多家。图为5月14日，该乡
孟楼村留守妇女付秀荣等在自家门口编制藤篮、竹篮。

白 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日前，记者从市农业局获悉，“立夏”
已过，全市小麦 769.1万亩正处在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
期。由于近期全市阵雨天气多，气温变幅大，加之降水不均，小麦
赤霉病、白粉病、蚜虫等病虫害在局部地区偏重发生，部分地区旱
象偏重，给小麦灌浆、增粒重、夺高产构成直接影响。为此，市农
业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区）农业局科学分析当前小麦生产
形势，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措施，持续抓好麦田后期管理，全力
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全市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麦田后期管理，
把夺取小麦丰产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加强病虫
害监测防控。全市农业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病虫系统调查，加大普查
力度，及时发布病虫发生发展动态，指导农民科学防控。大力推进
种植业结构调整。提前谋划备战“三夏”生产。认真做好种子、农
药、化肥等农资供应，积极协调财政部门搞好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工
作，为“三夏”生产各项工作奠定基础。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
理。重点开展源头治理，全面清查农资生产经营主体，进一步建立
健全农资生产经营主体档案。

市农业局提醒
加强麦田病虫害监测防控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5月 11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召开全市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工作会议，对全市做
好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各县（区）局（办）主抓药
品流通工作的副局长、稽查队长、药品流通监管股股长，市局稽
查支队各大队长、药化流通科全体人员、全市药品批发企业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质量部门负责人共80余人参会。

会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从四个方面对专
项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一是充分认识到整治工作的重要
性；二是明确整治重点内容；三是整治工作时间安排；四是提
出工作要求。对我市药品批发企业是否存在“挂靠经营、走
票，为他人违法经营药品提供场所、资质证明文件、票据等违
法行为”，“从非法渠道购进（回收）来源不明的药品、并向非
法渠道销售药品”、“向无合法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药品，
向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疫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从事无证经
营仍为其提供药品”、“伪造药品采购来源，虚构药品销售流
向，篡改计算机系统、温湿度监测系统数据，隐瞒真实药品购
销存记录、票据、凭证、数据等，药品购销存记录不完整、不
真实，经营行为无法追溯”、“购销药品时，证、票、账、货、
款不能相互对应一致，设立账外账等情形”、“将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和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或者进行现金交
易”、“向药品零售企业、诊所销售药品未做到开具销售发票且
随货通行”、“未按规定对药品储存、运输、进行温湿度监测”
等十个方面违法违规行为整治提出要求，同时要求企业开展自
查自纠，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全面完成。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该局要求各县（区）局（办）高度重
视，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机构和任务分工，制订详
细实施方案，把握好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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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菜农在睢阳区应天农业示范园现代农
业蔬菜基地里检查番茄长势。近期，随着初夏的到
来，气温逐渐上升，我市农业生产也进入管护的重要
时节，各地农民抢抓时机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
派忙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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