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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精神：
团结奋进 开放创新
包容担当 务实诚信

11

开发区扎实部署推进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为认真贯彻“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要求和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
11日下午，开发区在科创园召开
全区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国文
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推进会。市
委第一指导组组长张跃华列席了
第一阶段的党课，开发区党工委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各基层党组
织书记、机关部门及各条线负责
人、负责文明城市复检工作相关
人员参加会议。

紧扣主题教育工作要求，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束克之、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蒋敏分别作专题党
课。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提升党员干部精气神”，束克之指

出，当前，开发区正处于全面深化
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面对转型的“阵痛”和攻坚的“沟
坎”，没有干事创业的激情很难抢
抓机遇，没有奋发有为的拼搏很
难应对挑战，没有舍我其谁的担
当则很难啃下“硬骨头”，希望全
体机关干部勤于学，统一思想认
识，树立新发展理念，始终保持昂
扬向上、奋发有为、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沉下心、躬下身、卯足劲、
干出彩，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提升
党员干部精气神；善于思，深入检
视问题，以强烈的自省精神激发
党员干部精气神，锤炼争创一流
的胆识和本领，用实实在在的工
作业绩回报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
重托；践于行，聚力干事创业，提
素质、强本领、增勇气，既要在风

险挑战面前勇于担当，又要对烦
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保持韧劲，以
新时代党员干部该有的“精气神”
做好各项工作，以舍我其谁的担
当汇聚党员干部精气神。

束克之强调，站在新的历史
方位，党员干部作为先锋队、主力
军，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对初
心和使命寻根问本，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转化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强大力
量和具体行动，进一步提振“精气
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
为、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勇当新
形势下改革发展的“开路”先锋。

蒋敏要求大家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精神吃清吃透；进一
步落细工作举措，因地制宜，力求

把主题教育做到位，做出彩；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真正把责任扛起
来、把担子挑起来，做到在其位、谋
其政、干其事、求其效，不负历史、
不负当下、不负未来，向党和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为了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向更高水
平迈进，会议第二阶段召开了全国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目前迎检工作已
经进入倒计时，各村（社区）、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狠抓落实，突
出各项工作的统筹推进，把开展
主题教育与文明城市复检结合起
来，与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结合起
来，与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结合起
来，与发展稳定大局结合起来，保
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进一

步突出重点，把控风险，拧紧负面
清单“阀门”，坚决杜绝发生负面
清单问题；进一步严格督查，奖优
罚劣，加大督导力度，以问题的整
改，长效机制的落实，来进一步巩
固扩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不断
擦亮“全国文明城市”金字招牌。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蒋新兰对
迎检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通报了
开发区目前在宣传氛围、台帐资
料、环境卫生长效管理等方面存
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提出了具
体的整改意见和要求，希望各责
任部门、村（社区）能够正确认识
差距，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做好
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谭纵横
对全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和镇江、丹阳市委有关会议精
神，推动基层党支部主题教育深
入扎实开展，指导开展基层党组
织按期换届，日前，开发区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进会暨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
布置会，就基层党支部主题教
育、清理整治村（社区）“牌子乱
象”以及村（社区）二级党支部、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党
支部换届工作作具体部署。开
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谭纵横，开发
区党工委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
赵明富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主题教育工
作以来，开发区各基层党组织把
开展主题教育作为头等大事，各
基层党组织在 9月底前通过“五
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送学上
门、微信QQ转发等方式都将主
题教育有关要求向全体党员传
达到位，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
时，也形成了许多工作亮点。据
统计，全区 137家参加单位认真
组织学习，330多个党支部积极
行动，全区形成了层层发动、整
体联动的良好态势。

目前，第二批主题教育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正处于最吃劲、
最关键的阶段。关于下一步工

作，会议要求各基层党组织以更
加强烈的政治意识抓牢主题教
育，上紧思想发条，克服“松口
气、歇歇脚”的思想，对全体党
员、干部进行一次再发动，讲清
最新精神，讲清工作安排，讲清
标准要求，确保认识再提升、行
动再强化，推动主题教育落地有
声；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开展
主题教育，围绕主线学、深入对
照查、聚焦问题改，坚持严字当
头、实字托底，学、查、改一体推
进；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方法抓好
主题教育，抓好“关键少数”，确
保“一切工作到支部”，坚持严督
实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切实把责任落到位、把效果抓到
位，推动开发区主题教育取得更
大成效。

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基层组织
委员会任期相关规定，11月开始
至 12月中旬对开发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村（社区）、两新组织进
行换届。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党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强调要
高度重视，加强党的领导，以选
优配强党组织书记为重中之重，
注重把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
的各类优秀人才选拔到党组织
班子中来；精心组织，规范操作，

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化程序进
行换届，确保换届选举可控、有
序进行；严肃纪律，加强监督，防
止以欺骗、拉票、贿选等违法手
段干扰推荐和选举，或妨碍党
员、群众行使民主权利。

谭纵横在会上指出，眼下正
值年终岁末，希望各基层党组织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圆满地完成
主题教育和换届选举工作。统
筹兼顾，不可偏废，把方方面面
的事安排好，努力弹好协奏曲，
确保牢牢掌握好主动权；突出重
点，敢于创新，在主题教育中可
适当地创新活动开展方式，进一
步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改进作
风，履职尽责，以鲜明的责任担
当坚决净化政治生态推动全区
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赵明富对清理规范村社区
“牌子乱象”工作作具体部署。
据悉，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清
理规范村(社区)办公场所“牌子
乱象”实施方案》精神，此次清理
规范对象为在村（社区）主要办
公场所及其附属的为民服务阵
地悬挂、张贴、设置的各类牌子，
包括标识牌、制度牌、宣传牌和
荣誉牌等，需在 11 月 20 日前全
部完成到位。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为进一步优化开发区
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健康稳
定发展，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
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

“携手筑网同防共治”——丹阳
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
动走进开发区眼镜城，为群众带
来了一场寓教于乐的“文化大
餐”。开发区党工委领导柴剑、
韦雨生到场观看演出。

晚会在开场舞蹈《我和我的
祖国》中拉开序幕。随后，民乐
演奏《茉莉花》、音乐快板《构建
和谐幸福家园》等一个个围绕

“防范非法金融”主题，以及结合
群众身边发生的非法金融案例
创编而成的作品轮番上演。晚
会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向市民群众深入宣传普及
非法集资的特征和危害，号召
大家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
集资。

据悉，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和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
坚战之一，非法集资是必须坚决
打击的违法金融活动，是防范和
处置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此
次各相关部门和开发区联合启
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
动”，旨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

出展板、文艺演出等形式，主动
发声、适时发声、持续发声，积极
占领舆论宣传主阵地，进一步提
高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危
害性认识，营造防范和打击非法
金融活动的良好舆论氛围，提高
广大群众识别非法集资的能力，
构筑群防群治的打非防线，成为
遏制非法集资增长的基础性工
作。

今后，开发区将更进一步掀
起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的热
潮，使打非教育常态化，帮助更
广大的群众擦亮眼睛，让非法集
资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无处藏身。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也将继续配合市各职能部门
继续开展好非法金融活动拉网
式排查，共同构筑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社会化、信息化、立体
化、网格化的预警监测体系；持
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依托
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进社
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
庭，使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
教育深入人心。同时，坚持两
手抓、两手硬，一手抓从严打
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另一
手抓系统防范，彻底根除非法
集资生存的土壤。通过上下联
动、部门联通，基层联查、群
防群治，形成区域全覆盖、群众
全参与的长效工作体系。

携手筑网 同防共治

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走进开发区

开发区部署主题教育
暨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

“茶艺”培训
传承“茶文化”

为了更好地丰富开发区工会
干部的精神生活，陶冶情操，14日下
午，开发区总工会在美时光女子学
堂举办茶艺技能培训，邀请高级茶
艺师陈莉为大家授课。培训中，陈
老师为大家讲解了制茶工艺的发
展、茶的基本分类，现场教授温杯、
洗茶、泡茶等基本步骤和技巧，演示
各个环节的茶艺礼仪等内容，使大
家对茶和茶艺有了更多的了解。（记
者 蒋玉 通讯员 丰月华 陈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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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眭建芳）在开发区毛家社区，有这
样一群爱好剪纸的党员群众，他
们将剪纸与基层党建、关建等工
作融合在一起，通过开展剪纸活
动的方式来强党建、拓载体、激活
力，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

一把平常的剪刀，一张普通
的红纸，在毛家社区爱好剪纸的
党员群众的手中便不普通，在他
们手中二者结合起来，勾勒、裁
剪，不断变幻，在红纸上剪刻出惟
妙惟肖的花纹图案。

“创新党建工作，激发党建活
力，我们上党课不能老是组织党
员念念文件，听听报告，我觉得开
展党建剪纸活动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毛家社区党委书记许
建军说道。

今年是建党 98 周年和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为了表达对祖国
和党的热爱，工作之余，剪纸爱好
者们在社区书画活动室内，以剪
纸的方式来讲述党建故事。精心
装裱的20余幅剪纸作品，紧紧围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活动
主题来表现作品的中心思想，有
关于党性教育主题的，有关于廉
政教育的，有关于“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不少参与剪纸活动

的党员表示，在感受剪纸艺术魅
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构思、模仿
以及学习党建剪纸所带来的精神
层面的教育，给他们上了一堂形
式新颖的生动党课。

“我们希望更多党员群众主
动加入到剪纸队伍中，以实际行
动传播正能量，凝聚到党组织周
围。社区党委也将努力把剪纸作
品展示区打造成为具有鲜明特色
的党员教育基地，为加强党的建
设、促进党员作用的发挥而激发
更大的动能，以此来助力完善这
一次党建工作与剪纸文化的美丽

‘邂逅’。”许建军表示，为了创新
思维，积极开辟丰富党建文化宣
传阵地，今年，毛家还打造了新的
社区书画剪纸活动室，将党建剪
纸和爱党爱国主题书画作品在此
展示，一幅幅剪纸作品，构筑了一
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这将作
为党员活动日、入党积极分子教
育的学习内容和活动阵地。

把手工剪纸融于基层党建工
作之中，既是传统艺术的植入，更
是党员理想信念的植入。“作为一
名党员，能够利用自己的空闲时
间学习剪纸艺术，感受红色文化
教育，这不仅让剪纸艺术得到传
承，而且让一张小小的剪纸传递
满满的红色正能量，很好的为党

建工作拓宽了载体。”毛家社区一
名党员说道。

当党建工作“邂逅”剪纸文
化，必定能碰撞出美丽的火花。
剪纸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源

于生活，党员群众把他们对祖国
和党的热爱，以剪纸这种特殊的
活动形式表现出来，让每一位党
员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熏陶，充分
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毛家社区

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在动手实践
层面，营造了“处处是课堂，时时
受教育”的浓厚氛围；在精神学习
层面，激发了党员干部立足本职
做表率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

党建“邂逅”剪纸 擦出美丽火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开发区开展主题教育相关活动

近日，开发区车站社区党委给部分年龄较大、生病而
导致行动不便的党员送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等党的重要理论书籍，以便他们可以及时、便利
地在家学习新思想、了解新动态。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日前，开发区河阳村村干部前往赵亚夫事迹馆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在纪念馆内的党旗
下，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言，并在党旗下庄严承诺要做到扎
根农村，细致深入地做好农村工作，把河阳村建设得更美
好。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余聪 摄）

日前，开发区联观村组织全体党员先后前往夏霖烈
士陵园、赵亚夫事迹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学习，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深入基层，多接地气，用实际行动将

“亚夫精神”发扬光大。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张韦 摄）

日前，开发区大泊社区党总支组织社区党员和部分
年轻同志赴句容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学习。在讲解
员的带领解说下，大家深入了解了革命先烈们可歌可泣
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坚定了自身在工作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责任意识。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刘琦 摄）

近日，开发区练湖新城社区组织部分党员赴句容参
观赵亚夫事迹馆。通过参观和工作人员的讲解，党员们
深入了解了赵亚夫同志的成长经历、科研之路和农业推
广之路以及他的奋斗精神、敬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奉献精
神。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张婷 摄）

为认真贯彻落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指导意见和上级有关要求，自十月
以来，开发区史巷社区各支部组织党员每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蒋秀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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