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县政府党组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朱红颖） 按照县委部署安排，10 月 29 日，县政府党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体学习、调研成果交流会在县政府会议室召
开。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居胜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何涛，县委常
委、副县长金芳勇，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蒋青松，副县长朱晓弟和县政
府党组成员王炳喜出席会议。副县长李萍列席会议。县委第三巡回指导组有关同
志到会指导。

会上，何涛领学了党章，金芳勇领学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蒋青松领学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金芳勇、朱晓弟、王炳喜分
别作调研成果交流发言。

刘居胜要求，要以此次调研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为新的起点，把调研成果与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从实处发力，向深处扎根，扎实做好主题教育各项
工作。要强化理论武装，推动学习教育再深入，树牢问题导向，推动调查研究再
深化。要勇于自我革命，推动检视问题再深究，努力为凤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县政协党组召开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军） 10月28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士平主持
召开县政协党组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县
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李振锋，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闪电厂，县政协党组成
员、办公室主任周巍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同志集体学习了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马士平首先代表政协党组班子发言，然后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作个人发言，李振锋、闪电厂、周巍依次对照党章党规，聚焦

“18 个是否”，逐一对照检视，全面查找问题，明确整改措施，切实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每位党组成员发言后，分别对其他党
组成员咬耳扯袖、提醒警醒。

马士平要求，要把党章党规作为把牢政治方向的根本遵循、全面从严治党的
根本依据、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为人处世交往的根本准则。县政协党组班
子要坚持以上率下，时刻牢记廉洁从政的要求，不该去的坚决不去，不该拿的坚
决不拿，不该做的坚决不做。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加强政德修养，坚决守住
理想信念高线、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管住从政行为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

当天，县政协机关也召开了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岳荣） 10 月 29 日，全
县警示教育大会在影剧院召开。市政协副主席、
县委书记李大松出席会议并讲话。县长刘居胜主
持会议。县领导李勇、汪世福、陈万新、何涛、
王林森、叶宜声、苏国宇、金芳勇、蒋青松、徐
广书等出席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林
森通报2018年以来案件查处情况和典型案例。

李大松在总结讲话时指出，开展警示教育是
增强“四个意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纯洁党
内政治文化、净化优化政治生态的迫切需要，全
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深刻认识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
针对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抓好落实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李大松强调，要直面存在问题，全面检视自

身。要始终做到绝对忠诚、聚焦初心使命、严守
纪律规矩、锤炼过硬作风、涵养清正文化、保持
政德操守。要紧盯关键环节，持续深入推进。各
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学、查、改、促”四个环
节，持续用力、精准发力，推动“三个以案”警
示教育纵深开展。要压实各级职责，确保取得实
效。要细化明确责任，坚持领导带头，勇于担当
作为，不忘初心使命、始终砥砺奋进、全面从严
治党，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凤台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障。

就落实会议精神，刘居胜强调，全县各单
位、乡镇要认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强化责

任担当，严格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体要求，坚持一手抓高质量发展，
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
把能力体现在会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
上，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尤其要聚
焦抓好“8+2+2”专项整治，统筹抓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班子成员，县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
员，县委巡回指导组组长、副组长，县委巡察组
组长、副组长，县直各局级以上单位领导班子成
员，经济开发区、各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岳荣） 10 月 28 日下
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
记李大松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刘居胜、马士
平、汪世福、陈万新、何涛、王林森、叶宜声、
黄清奇、苏国宇、蒋青松、徐广书出席会议。市
委第二巡回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县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同志立足践行初心使命，围
绕采煤沉陷搬迁安置管理、产业转型升级、脱贫
攻坚、农村综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民兵

干部队伍建设等调研主题，逐一阐述调研中初步
弄清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分析研
究后形成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对策举措。市委第
二巡回指导组对我县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进
行了点评，并对下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李大松在总结讲话时指出，从大家发言情况
看，这次调研扎实深入、富有成效，问题情况摸
得清、查得透，建议措施提得准、可操作，主要
有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对策实的特点。

李大松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调
查研究的重要性。要坚持把开展调研作为科学决

策的优良传统、提高能力的重要手段、推动发展
的关键之举。要掌握正确方法，着力增强调查研
究的实效性。要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
手段、创新调研方式，把调查研究贯穿到各项工
作全过程，更好地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要
深入一线察实情，转变作风求实效，深入思考谋
转化。要抓好成果运用，切实提升调查研究的创
造性。要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加强理论武装、解决
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深化主题教育的过
程，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凤台县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李大松出席并讲话 刘居胜主持 李勇汪世福等出席

县委常委会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县政府党组召开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朱红颖） 按照县委部署安排，10月

29日，县政府党组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县政府
党组书记、县长刘居胜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何涛，县
委常委、副县长金芳勇，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蒋青
松，副县长朱晓弟和县政府党组成员王炳喜出席会议。副县长
李萍列席会议。县委第三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下转三版）

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朱红颖） 10月28日，县人大常委会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在县人大会议室召开。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马洪林，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锡
明、高辉出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支部书
记、办公室主任刘群主持会议。县委第二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
到会指导。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党章》《条例》、《准则》。支
部班子成员和其他党员聚焦“3个对照、18个是否”，逐一进
行了发言，深刻剖析自身差距不足，自我揭短亮丑，认真检视
反思，见人见事见思想。大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深入
坦诚的相互提醒警醒，达到了查找差距、检视问题、凝聚共
识、共同提高的目的。

李勇强调，要深入领会党章，严格遵守准则，严格遵照条
例，净化政治生态，践行干净担当使命；要在真学、真懂、真
信上下功夫，把调查研究和检视问题相结合，把问题找准、把
原因查透、把思路捋清、把措施定硬，找准症结所在，奔着问
题去；坚持边查边改、即知即改，一件一件去整改、一件一件
去落实，持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始终，严格工作程序，做到有的
放矢，以主题教育实际成效展示新时代人大新担当新作为。

Fenghua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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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会学习会举行
李大松主持并讲话 刘居胜马士平汪世福等参加学习

本报讯 （记者 岳荣） 10月28日，县委常委会学习会在县委常委会议室举
行。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县领导刘居胜、马士平、汪
世福、陈万新、何涛、王林森、叶宜声、黄清奇、苏国宇、蒋青松、徐广书参加学习。

会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万新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蒋青松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统计工作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学习后，李大松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精
神实质，全面掌握要求，认真抓好落实；要压实主体责任，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全面
推进我县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县十七届人民政府
第47次常务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岳荣） 10月28日，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在县政
府三楼会议室召开。县长刘居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何涛，县委常
委、副县长金芳勇，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蒋青松，副县长李萍、李传峰、朱
晓弟、常国辉出席会议。部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会议。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2018年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结果有关事宜、关于凤台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有关事宜、关于《凤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有关事宜、关于开
展《凤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年）》编制工作有关事宜等议题的汇报。
与会人员就各项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讨论关于凤台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事宜时，刘居胜指出，全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在各单位、乡镇高度重视、压实责任、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下，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满
意度得到稳步提升。下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认真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回头看工作，继续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
乱治乱的总方针，坚持问题为导向，压实工作责任，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工作落实，
不断把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刘居胜还就其它议题分别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果蔬丰产收获忙
时值深秋，但位于凤台现代农业园区内的苗旺家庭农场钢棚内却一派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景象。几名工人正在采摘辣椒，准备上市。
苗旺家庭农场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引进适合本地水土、气候环境，适合淮河流域

百姓生活需要的蔬菜瓜果新品种并积极培育。同时，在育苗中运用新工艺，推广新科
技，采取现代工厂化育秧流程，简单、方便、快捷、高效。

据该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栽种的哈密瓜和辣椒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再
过一段时间，他们将全面投入到育苗生产中。

耿文娟 文/图

三峡蓄水
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

截 至 28 日 20 时 ，
长江水文网实时水情显
示，三峡水库水位已达
到174.43米，三峡水库
2019 年 175 米试验性蓄
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据新华网）

前三季度我国
电能替代同比
增长超三成

29日，国家能源局举行第三季

度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能源形势

和可再生能源并网运行情况。前

三季度，我国能源形势发展总体平

稳——国内原油产量达1.43亿吨，

同比增长1.2%，扭转了连续3年下

滑态势；电能替代合计达 1600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30%；全国弃

风率同比下降 3.5 个百分点，弃光

率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