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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出，要把核心意识这个“政治弦”绷得更紧，要把向党中央看齐这个“原则性”抓得更牢，要把向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这个“指南针”校得更准，要把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这个“硬任务”落得更实

讲看齐 见行动

“情系红杨 感恩有你”授证活动在红杨镇举办

新芜经济开发区6个项目集中开工

县委中心学习组举办“讲看齐、见行动”集中研讨会
市委第一巡察组向芜湖县反馈巡察情况

县委启动第三轮巡察工作

法治廉政文艺作品创作赛促廉政清风劲吹

中共芜湖县委宣传部
芜湖县地方税务局

《芜湖县周刊》编辑部
联合举办

“地税杯”好新闻竞赛
聚力调转促 引领新常态

四区共建奏凯歌 情系红杨感恩情

本 报 讯 根 据 市 委 统 一 部 署 ，
2016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市委
第一巡察组对六郎镇、陶辛镇和红
杨镇党委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巡
察。11 月 29 日，市委第一巡察组召
开巡察情况反馈会，市委第一巡察
组组长张春林代表巡察组分别向芜
湖县委以及六郎、陶辛、红杨镇党委
反馈了巡察意见。县领导韦秀芳、
刘见君、曹荣富、庆启顺集中听取了
反馈意见，六郎、陶辛、红杨 3 个镇
党委书记分别主持在各镇的巡察情
况反馈会并作表态发言。

张春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六
郎、陶辛、红杨镇党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推行村
级权力清单制度，着眼于农村小微权力的
规范行使，基层权力监督体系逐步完善，
基层廉政风险防控有效加强，促进了经济
社会的平稳发展。但在党风廉政建设、作
风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六郎镇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
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搞变通；违规公款旅游休
闲消费；民主集中制执行不严；选人用
人视野不宽；专题教育不扎实；村级工
程管理混乱；领导干部及机关中层干部
廉洁自律意识淡薄；群众观念淡薄；财
务管理混乱；作风不正不实。陶辛镇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严重弱化；
党的建设严重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超标准接待、办公面积超标；违规公

款旅游消费；违规发放津补贴；民主集
中制执行不严；选人用人不规范；执行
组织纪律不严；领导干部搞利益输送；
工程建设领域问题突出；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执行不严；群众观念淡化；财务管
理混乱；工作作风不实。红杨镇存在的
主要问题：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弄虚作假违规
使用公车；违规使用公款娱乐消费；隐
匿三公经费；以发放巨额补助推进重点
工作；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严；选人用人
不规范；利益输送现象迭出；违规从事
经营活动；工程管理不规范；群众观念
淡薄；执行工作纪律不严；镇、村两级财
务管理不规范；镇级债权管理不到位。

张春林代表市委第一巡察组提出
了整改建议和要求。他强调，各镇党委
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深入推进“两个
责任”落实；要严明党的廉洁纪律，全面
深化制度建设，有效防范重点领域廉政
风险；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努力建设过
硬的干部队伍；要严明党的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不断提高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水平。

县委副书记、县长韦秀芳代表县
委进行表态，对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反
馈意见照单全收，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
按照程序坚决整改到位，同时举一反
三，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
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3
个镇党委书记在表态发言时表示，对巡
察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的整改要
求，坚决拥护、诚恳接受、严肃对待，并
将扎实整改、抓好落实。 许孝平

本报讯 根据县委巡察工作安排，
从12月2日起，县委第三轮巡察正式
启动，县委成立第一、第二巡察组，分
别对县广播电视台和县城乡规划建
设委员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巡察，
重点了解“六大纪律”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执行情况。

今年 4 月份，县委研究通过了
《关于建立县委巡察制度的实施意
见》、《芜湖县党风廉政建设巡察工
作实施办法（试行）》，县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芜湖县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巡察规则，
初步形成了“2+5+X”的巡察运行制
度，定期对县直单位开展“政治体
检”。5 月份，县委首轮巡察正式启
动，成立了两个巡察小组，分别对县
卫计委和县城管局开展巡察。巡察
期间，共发现不合理票据 200 多张，
了解形成项目工程实施、套取项目
资金、乱收费私设“小金库”等方面
问题线索 60 多条，对相关问题及时
移交到相关部门处理，形成震慑。
10 月份，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强
村级“小微权力”监督制约的实施意
见，县委成立两个专项巡察组，对 5
个镇 97 个村和社区，今年以来在城
乡低保、残疾证办理、农村三资管
理、工程项目及物品采购、农村危房
改造、“小微权力”网络监督平台建
设运行情况等 6 个方面的工作进行
巡察，发现了一些村级“小微权力”

运行中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相关
负责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广大群
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从 12 月 12 日起，县委第一、第
二巡察组将分别进驻县广播电视台
和县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重点对
两个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科级
干部、二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开展巡
察监督，并向其他党员、干部延伸。
为加强巡察组与干部群众的联系，
保证巡察工作有序开展，巡察期间，
巡察组设置专用信箱，开通联系电
话，受理干部群众来电来信来访，主
要受理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科级干部、二级机构主要负责
人、其他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等问
题。对于当事人和群众的个人诉
求、涉法涉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按
规定不受理。

在 12 月 2 日召开的县委第三轮
巡察工作动员会上，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曹荣富指出，开展巡察是落实县委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县委第一、第二
巡察组全体巡察人员要提高思想认
识，明确巡察定位，着力发现问题，掌
握正确方法，依纪依规开展巡察。县
广播电视台和县城乡规划建设委员
会作为被巡察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要
端正态度，严守纪律，全力配合；同时
要充分运用巡察成果，压实“两个责
任”，促进工作开展。 许孝平

本报讯（记者 彭程）12月1日，全县法
治廉政文艺作品创作大赛在县文化馆举
行，本次大赛围绕“依法治国、依规治党”要
求，对反腐倡廉、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治
宣传、预防职务犯罪以及法治廉政人物典
型事迹等方面的文艺作品进行评比，分业
余组和专业组进行。比赛结束后，县领导
胡根生、陆亚龙等为获奖选手颁奖。

“作为党员干部应从一点一滴入手
防范错误，把好第一道关口，守住第一道
防线，编好‘安全网’，织密‘防护网’，冲

破‘关系网’。”在全县法治廉政文艺作品
创作大赛舞台上，业余组表演者正在铿锵
有力地说着，气势十足，话音未落，掌声响
起。同样引起观众共鸣的还有小品《官巷

“官相”》，故事中，村委会主任妻子的表弟
是村里种植葡萄的能手，各方面都很好可
就总想当官，于是，想出将红包放在葡萄
盒中送给了担任村委会主任的姐夫，在一
连串巧合后，装有红包的葡萄盒被不知情
的表姐卖给了游客，迫不得已表弟说出了
真相，在向来清廉的姐夫大发雷霆之际，

善良的游客送回红包，经过教育表弟也
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道出：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做人不能丢了根本的朴素道
理。小品通过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采
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演方式，
在轻松、嬉笑的环境中认识到法治、廉政
精神所在，得到了全场的一致赞扬。

如果说业余组的表演水平已经不
俗，那么，专业组的表演更是精彩纷
呈，反响热烈。由县农委选送的小品

《对症下药》，演绎了农村水产养殖户

在水产养殖中乱投添加剂等现象被群
众举报，水产站的王站长前来暗访，养
殖户误将其当成客户，王站长将计就
计，详细地了解了养殖户的违法情况，
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最终在王站长的
说服、教育下，养殖户终于认识到自身
的错误，表示愿意认罚，并承诺诚信养
殖。简单的故事情节，却囊括了当前
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县内“三水
共治”的重大工程，让观众在欢笑声中
得到教育。比赛中，令人啼笑皆非的
小品、诙谐幽默的相声、委婉清新的黄
梅戏，传达的都是党和政府在开展反
腐倡廉、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治宣
传等方面的举措和典型，赢得了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

六郎大港六郎大港 冬季捕鱼冬季捕鱼
六郎大港素有“千顷碧波，宽广

幽深，天蓄人养，水族繁茂”的美誉，
独有的水资源孕育着远近闻名的水
产文化，每年冬季更是大港捕鱼作业
的黄金时间。近日，六郎大港西北港
承包户开始了捕鱼作业，仅一次拉网
就收获近6万斤鱼。图为捕鱼现场。

彭程 张越男 摄

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锋）12月4日，县镇

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动员
大会召开，部署了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明确了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的步骤、程序、方法、要求，推进县
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平稳、
有序进行。县领导黄维群、夏正木、范
碧清、刘见君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本次选举县镇两级人大
代表日期定为2017年1月22日，将从全
县各单位、各镇村、各社区，通过直接选
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196名，各镇镇级

人大代表为湾沚镇 112 名、六郎镇 99
名、陶辛镇78名、红杨镇79名、花桥镇
66 名，分别组成县、镇两级人民代表
大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产生新一届
县、镇两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夏正木在会上
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换
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统一到宪法
和法律规定上来，按照省、市、县委要
求，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舆论上
做好充分准备，牢牢把握换届选举工作
的主动权，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
行。

县委书记黄维群在讲话中指出，
本次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
县广大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的

重要政治责任，事关全局、关乎所有，
要坚持原则，把握重点，确保换届选
举工作有序进行。换届选举工作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程
序严格，任务繁重，要做好换届选举
工作，必须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把握
重点，精心组织，确保各项工作稳健
有序开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
组织总览全局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扬
民主，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要严格依法办事，贯彻落
实宪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确
保换届选举工作在法律的轨道上进
行；要尽职担当，统筹兼顾，确保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人大常委会要
兼顾好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落实责
任，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积极宣传，营造良好的选举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杨锋）12月2日，由县
委宣传部、红杨镇政府、县文广新局、县
文联主办的四区共建奏凯歌“情系红
杨、感恩有你”授证活动在红杨镇举
办。县领导范碧清、赵继红、汪鉴如、汪
铸参加，并在活动现场为参与救灾的组
织和个人颁发纪念证。

下午 2 点 30 分，红杨镇中学阶梯

教室内气氛热烈，来自和平中心学校
的小朋友们合唱了一首《感恩的心》揭
开了活动的序幕。由红杨镇其他单位
精心组织排练的歌曲、舞蹈、杂技、诗
歌朗诵等节目，为在场观众送上一场
精彩纷呈、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现
场还播放了今年红杨镇的防汛宣传
片，回顾了 6 月份红杨镇遭受洪灾时，

各界爱心企业、人士给予的帮助与支
持，大屏幕上呈现出的一幅幅万众一
心、抗击洪魔的画面感染了在场的每
位观众。授证表彰环节将整场活动推
向高潮，县、镇领导依次走上舞台，为
参与今年红杨镇抗洪救灾的爱心企
业、爱心团队、爱心人士、爱心单位发
放了纪念证，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和

感谢。
今年主汛期，红杨镇遭遇了百年不

遇的特大洪灾，全镇内涝面积 2997.07
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5100 万
元。面对严重的洪涝灾害，在县委、县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县直各部门给予了
高度大力支持，56 家爱心企业、团队及
个人纷纷捐钱捐物，表达爱心。安徽
尚趣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网页游戏的运营及研发业务的公司，
该公司向红杨镇捐款100万元，帮助红
杨镇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当天代表该
公司来到活动现场并接受授证的经理
邓娟表示，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很愿意参与到抗洪救灾，为红杨
镇灾后重建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讯（记者 彭程）11 月 29 日，
落户新芜经济开发区的安徽润盾差速
器、安徽欧洛重科新材料、安徽德孚转
向系统（转型升级项目）、芜湖福隆汽车
装饰用品、芜湖万辰光电源科技（二期开
工建设）、芜湖艾玛克智能电子科技6家
企业进行集中开工，总投资22.88亿元，
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个，5亿元项目
2个，其他新开工项目3个，主要涉及汽
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新材料行业。县
领导韦秀芳、夏正木、范碧清、曹小明
等参加了当天的项目开工活动。

县领导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企业情
况介绍，详细询问相关情况，县长韦秀

芳希望企业发挥自身主体作用，不断
提高核心竞争力。她强调，相关单位
要增强服务意识，优化发展环境，主动
与企业沟通对接，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确保企业早开工、早投产。

据了解，今年前10个月，开发区新
开工项目16个，总投资71.3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3个，5亿元项目3个，
亿元以上10个，主要涉及电子电器、智
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汽车零部
件、物流等行业。这些项目的开工建
设，必将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
加强劲的动力，进一步提升了经济总
量、增强竞争力，促进了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彭程）12月3日，县委
中心学习组“讲看齐、见行动”集中研讨
会举办。会上，县领导王振彬、赵继红、
朱发沐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作了交流发
言。

会议指出，开展“讲看齐、见行动”
学习讨论活动，一要围绕牢固树立核心
意识进行学习讨论。重点查找思想上
是否真正做到了充分信赖党的领导核
心，政治上是否真正做到了坚决维护党
的领导核心，组织上是否真正做到了自
觉服从党的领导核心，感情上是否真正
做到了深刻认同党的领导核心，确保在
维护习近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上态度
坚决、言行一致、始终如一。坚决把维
护核心变成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
要求、实际行动。二要围绕向党中央看
齐进行学习讨论。重点查找是不是真
正做到了坚决落实“五个必须”、坚持

“四个服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彻底纠正“七个有之”现象 ，特别
是要深入查找有没有切实履行管党治
党责任，是否存在“宽松软”问题，有没
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
线，推动管党治党真正走向“严实硬”。
确保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做到党中央

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三要围绕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进行
学习讨论。重点查找是否真正做到了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党的政治
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
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否真正做到了
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正确选
人用人导向，鼓励干部解放思想、真抓
实干、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确保全面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决捍卫党的
基本路线；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
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四要围绕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
齐进行学习讨论。全面查找在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存在的差距，重点查找
有没有做到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
局，确保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观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实省、市第十
次和县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县委书记黄维群在研讨会上指出，

省委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重点是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讲看齐、见行
动”学习讨论，是全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
话精神精心谋划的重大部署。省、市委
先后召开了全省、全市“讲看齐、见行
动”学习讨论动员大会。县委迅速行
动，提出了学习讨论实施方案，并组织
集中学习讨论，突出领导带头、以上率
下，推进全县学习讨论活动深入开展。

黄维群还指出，开展“讲看齐、见行
动”学习讨论，要把握要求，吃透精髓，
盯住关键，紧扣重点。要把核心意识这
个“政治弦”绷得更紧，要把向党中央看
齐这个“原则性”抓得更牢，要把向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这个“指南
针”校得更准，要把向党中央决策部署
看齐这个“硬任务”落得更实。同时，要
特别注重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
导，强化协调联动。

黄维群强调，看齐是重大的政治原
则，是党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讲看
齐、见行动”就是要坚持党性，砥砺奋
进，不忘初心。党性是党员领导干部追
求的目标，是开展党的工作安身立命的

法宝，党性修养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
备的素质和能力。坚持党性具体要体
现在先进性、纯洁性、组织性、纪律性
上。讲党性要做到先进性。在经济新
常态下，县域要将践行新发展理念转化
成发展的生动实践，党员领导干部在火
热的工作实践中要比别人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干得更实、走得更前。讲党性
要做到纯洁性。纯洁性就是要回归初
心，要对党保持一颗赤诚的心，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凝心聚力谋发
展，一心一意抓党建。讲党性要做到组
织性。党员领导干部要讲大局，摆正个
人同组织的关系，要有组织原则，始终
坚持“四个意识”、民主集中制，始终将
党的建设作为第一职责毫不动摇。讲
党性要做到纪律性。明确纪在法前，纪
严于法，坚持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不含
糊，坚持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坚
持按照规矩办事，防微杜渐从小处抓
起，继续将小微权力延伸到方方面面，
保证工作不出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