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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爱仁

近年来，市发改委机关党总支强化组
织力建设，结合业务工作实际，认真倾听企
业心声，开展惠民务实帮扶，精准施策助推
高质量发展。

现场把脉问诊 助推转型升级
日前，市发改委组织专家来到江苏东

成机电工具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信息化项目
建设情况，他们走进公司机房，查看了公司
购买的各项软件系统。“企业去年投入了多
少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后续还有什么计
划？”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梁梦儒询问企业项
目对接人郭培。

“公司去年SAP系统项目投入1000多
万元，不仅提高了生产能力，产品不良率也
有所下降。后续我们还将进行信息系统二期
建设，计划投入500多万元实施质量管控系
统建设和ERP系统优化，建成后将在质量、
生产效率、成本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
力。”郭培介绍说，市发改委多次组织专家上
门，就企业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企业上
云、两化融合贯标等方面的工作开展诊断服
务，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提出建议。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政府对企业信息
化建设方面有这么多的政策扶持，多亏市
发改委深入企业走访，为我们把脉问诊，既
帮助我们明确了信息化发展的方向，又让
我们享受到了政策红利。”郭培说，去年以

来，市发改委紧密联系企业，服务企业，为
公司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争取到100多万元
的政策补贴。各级政府部门有新的政策或
学习培训活动，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企业，
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机关党总支组织
开展了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人才专题培训
班，组织力达环保等新材料企业、船舶海工
相关企业参加南通云上大会、中国海洋新
材料产业高峰论坛、省级技术中心申报工
作会议、船舶海工产业供需对接会、船舶修
造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技术会等，并联合专
家赴各区镇55家重点企业开展千企询访
服务月专题活动。

完善服务机制 精准务实帮扶
前不久，合作镇兴隆村村民倪某的妻

子被查出身患重病，女儿正在读大学，家庭
支出像大山一般瞬间压垮了这个中年男
人。“多亏了市发改委的党员干部帮我们跑
前跑后缓解了困难，他们是我真正的亲
人。”倪某激动地说。

在阳光扶贫工作中，市发改委党员邵
新梅积极与村、合作商会沟通协调，最后商
定由合作商会资助倪某女儿上大学。去年
年底，倪某本已通过帮扶实现了脱贫，不料
屋漏偏逢连夜雨，倪某作为家中唯一的顶
梁柱又因打工受伤卧床在家。邵新梅第一
时间送去慰问金，并向市发改委机关党总
支部汇报这一情况，目前，支部正在商讨如

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家庭的经济困难。
党员冯杰每月定期走访慰问身患重病

的周某，与他聊家常劝导宽慰他，引导他慢慢
走出生活的阴影，并多次与村干部沟通衔接，
将周某的房屋列入危房改造对象，帮助周家
修葺老旧房屋。党员曹文伟为孤寡老人陆瑞
英补办病历卡。党员吴永东、丁尹霞、顾炜、周
丹丹等为困难户张某咨询低保申请等相关事
宜，并送上了米、油等慰问品，以及发改委全
体党员干部集体捐助的3000元爱心款。

市发改委组织3名机关干部驻村蹲点
进行挂职服务，成立了7个“走帮服”活动
工作小组和1个“走帮服”污染防治巡查小
组，每月组织党员干部定期走访慰问，对挂
钩联系的临海桥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和
污染问题进行定期排查和协调解决。每季
度组织23名帮扶责任人到扶贫对象居住
地开展走访调查，目前，11家未脱贫户都有
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创新组织方法 强化组织建设
5月23日至24日，市发改委机关党总

支组织第七党建共同体单位，开展以“传承
红色精神 共谋党建发展”为主题的党建参
观学习活动，党员们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故居和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

在纪念馆里，大家认真观看周恩来身
前留下的物品及资料，聆听他为党和人民
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详细了解了关
于新四军的组建和浴血抗战的光辉历程。

参观学习活动有力推动了党建共同体各单
位之间的交流，为今后强化党建共同体深
度融合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以周恩来和
新四军战士为楷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投身到工作中去。”党员周丹丹表示。

5月中旬，市发改委召开作风建设推进
会，与会人员观看了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教育片，听取了专题党课，全体中层正职递
交了从严治党责任状。机关党总支坚持贯
彻每周五集中学习制度，严格“三会一课”
等基本制度，每季度专题听取下属支部专
题汇报，组织培训和考核，每季度对全体党
员干部进行积分考评。

市发改委机关党总支还试行“三亮三
比三评”活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长期开展“传正道·新思享”青年党员交流
活动，以党建精神推动业务实效；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开展读书交流、党课评比、知识竞
赛、演讲活动等；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征集党
建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以5·10思廉日、“算好廉政总
帐”和12·9国际反腐日等活动为契机，不
断增强全系统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

市发改委机关党总支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开展惠民务实帮扶——

“红色引擎”激活发展动力

滨江精细化工园（北新
镇）举办文艺晚会

宣传好人事迹
弘扬好人精神
本报讯 7月 15日晚，滨江精细化工园

（北新镇）举办“祖国颂 家乡美”2019年北新
好人颁奖文艺晚会。

晚会在舞蹈《春风又一年》中拉开了序
幕，女声独唱《美丽心情》、广场舞《众人划
浆开大船》、音乐快板剧《清水鱼塘》等节
目把晚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现场笑声、
掌声、喝彩声不断。小品《离水之鱼》，以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讲述了“恶
霸”暴力威胁卖鱼摊主收取保护费，最终依
法受到严惩的故事。小品内容以当前中心工
作为主题，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2012年起，滨江精细化工园（北新镇）
借助纳凉晚会，对“北新好人”进行宣传表彰。
今年，根据《滨江（北新）身边好人评选办法》，
区镇大力收集各村先进典型事迹，通过审查、
评议，最终产生了10名“北新好人”。晚会对
评选出的“北新好人”进行了表彰，虽然他们
的年龄、职业、经历各不相同，但都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尽己所能，帮助他人，服务发展，奉
献社会，彰显了道德力量，成了群众身边亲近
可学的楷模和榜样。

（蔡樱子）

扫码关注
清廉启东

近日，市水务集团组织中层以上
部分党员干部赴常熟沙家浜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接
受红色教育和灵魂洗礼。派驻第十二
纪检监察组派员参加活动（左图）。

在入口处，大家瞻仰了叶飞题词
的照壁，聆听讲解员介绍沙家浜的发
展历史及江抗和当地新四军的艰辛
成长历程；在广场上，大家凝望着以

“郭建光”、“阿庆嫂”等形象为主创作
的大型雕塑，遥想当年军民鱼水情和
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在革命
烈士纪念碑前，大家在集团领导的带
领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誓言不

忘烈士遗志；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
馆，大家面对鲜红党旗，重温了入党
誓词；在廉政影视厅，浴血芦荡的教
育视频让大家再次体会到当年革命
烈士浴血奋战的艰辛。

重走江抗路、重温抗战遗迹，让水
务集团党员干部们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爱国主义教育。大家纷纷表示，革命先
烈精神将激励我们严于律己、努力奋
斗、率先垂范，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
光荣称号；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也鼓
励着水务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
担当，为水务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派驻第十二纪检监察组）

中共启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启 东 市 监 察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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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鲍镇召开由镇领导
班子成员和党政办、经发办、村镇
建设办、社会事务办、政法综治
办、财政所、国土所负责同志参加
的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右图）。

会议传达了《关于加强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通知》 精
神，宣读了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建设的工作方案，组织参会人
员学习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
作，要求各部门按时间节点，做
好个人廉政风险排查和部门廉政
风险排查及预警防控措施的制定

工作。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思想认

识，全体机关干部充分认识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的重要
性，进一步增强抓好廉政风险防
控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二要
认真查找廉政风险点，注重从岗
位职责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或
潜在的风险内容；三要针对排查
出的廉政风险点，从教育、制
度、监督等方面制定好预警防控
措施，并切实抓好防控措施的落
实，确保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工作落到实处。

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开展中层干部
任前廉政谈话，要求

讲政治学法纪守底线

近日，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参加市行政审
批局4名新任中层干部的廉政谈话，要求新任干部提高政
治站位，勤勉尽责，廉洁从政（上图）。

谈话强调，一是讲政治。新任中层干部不能混同于基层
普通群众，必须做到讲政治。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学法纪。加强对法纪法规的学
习，特别是要自觉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
明确了党的“六项纪律”，突出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划出
了每个共产党员不可触碰的“红线”。三是守底线。守纪律底
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善用别人的故事警醒自
己、反思自我，善于把自己摆进去，拂思想之尘垢、扫作风之
弊病、补精神之钙质。

（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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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王鲍镇部署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工作王鲍镇部署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
延伸巡察触角

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实
情重实效

本报讯 连日来，市委第三巡察组在巡
察市发改委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通过

“访、查、听”等方式，延伸巡察触角，发
挥巡察政治的“探照灯”和“显微镜”作
用，着力提升问题发现能力。

在巡察过程中，市委第三巡察组突出
“个性”开展谈话。根据拟定的提纲，结合
被谈话人的工作经历、分工及岗位职责等情
况，认真倾听并详细记录，掌握第一手资
料，梳理存在的各类问题。细致查阅会议、
文件、账册等资料，在查阅过程中做好工作
底稿和问题底稿的登记。每周召开组务会议，
交流讨论发现的问题，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同时，在查阅党建工作记录和财务账册
的基础上，核实关键问题点。选取重点项
目、重点企业，走访企业群众和基层干部，
广泛听取意见，了解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客
观评估被巡察党组织服务企业和基层群众的
质量。目前，已走访调研重点企业8家，召
开座谈会4次。

（蔡樱子 樊指南）

共乐村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 近日，东海镇共乐村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清理路面、沟面和
农户宅前屋后的垃圾杂物。村干部和网格长
每天对片区路段进行巡查，做好环境保护宣
传工作。 （王信涛 姜新春）

长龙三村开展危化品排查
本报讯 近日，长龙三村社区工作人员

与协警全面排查辖区内的危化品。工作人员
对液化气代充点、商铺、小型加工厂等进行
摸排登记，排查是否存在违规存放易燃易爆
危险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充电等问
题。 （张琼丹 姜新春）

彩臣二村举办亲子读书活动
本报讯 7月16日，彩臣二村社区组织

社区青少年及家长开展读书活动。社区关工
委工作人员播放了阅读主题公益宣传片，孩
子们在阅览室里交流分享阅读观后感，家长
们纷纷表示，今后要帮助孩子养成热爱阅读
的好习惯。 （黄佳惠 陈鑫慧）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7月17日，寅阳镇一葡萄园里，一串串或青、或紫的葡萄挂满枝头，煞是喜人，不少果商直接开车到果园收
葡萄。据了解，该葡萄园种植葡萄12亩，有醉金香、夏黑、辽丰等10余个品种，主要供应本地市场。 郁卫兵 潘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