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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凝心聚力加快发展

郸城县
本报讯 !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梁辉 张立"

"

月
"

日# 郸城县委召开

全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

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和市

委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

神#对全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保

持政治定力&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

作为#为加快郸城富民强县&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会议要求# 一要提升思想认识 #

深刻领会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部署# 是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各项

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要把握基本

要求#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坚持学

习为基#在$学%上下真功)坚持关键在

做#在$做%上出实招)坚持问题导向#

在 $改 %上动真格 )坚持目的在促 #在

$促%上求实效(三要加强组织领导#确

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各级党委 !党

组"务必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周密

部署&科学实施#层层压实责任#突出

分类指导#注重常态长效#营造浓厚氛

围#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满的政治

热情#扎扎实实把$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组织好&开展好#从严打造一支对党

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

队伍(

团市委
本报讯 !记者 刘琰"

"

月
%

日#

团市委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

员会#集中学习传达市委书记徐光在

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 团市委机关全体党员

参加了会议(

大家一致认为 * $学党章党规 +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

育#是新形势下继$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 %和 $三严三实 %专题教

育之后# 又一次面向全体党员从集

中教育活动向经常性延伸的重要举

措( 在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要准确

把握重点和关键 #把 $学 %和 $做 %有

机统一起来# 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取得实效( 要真学&真懂&真用&

真行# 在工作中提升执行力 & 凝聚

力&向心力( 同时#要结合实际&立足

岗位#把$学%和$做%有机统一起来#

紧紧围绕全市党政中心工作开展学

习教育(

为促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开展# 团市委在会后向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发放,党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

)'$(

年版"-&,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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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项城市秣陵镇夏营村村民在观赏文化墙上的%老年养生格言&' 为加快新

农村建设步伐$近年来$该镇以文化墙为平台$精心营造人文氛围( 文化墙上的画卷

通俗易懂$向人们传递了新时期和谐!文明的新风尚$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王洁石 摄

抓早抓小 纪挺法前
!!!商水县以"一项体系十项机制#促廉政建设制度化常态化

记者 王伟宏 王河长 通讯员 李前进 吕兵鹏

今年以来#商水县纪委围绕抓早抓

小& 纪挺法前#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以

$一项体系十项机制%建设为抓手#立足

早防范&注重早发现&坚决早纠正#不断

将监督关口前移#逐步实现抓早抓小的

制度化&常态化#推动全县反腐倡廉工

作整体水平提升(

深入调研$高位推进

商水县委&县政府对抓早抓小工作

始终高度重视#县委书记马卫东明确要

求#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体责任#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

到位( 立起来就是要全方位扎紧制度的

笼子 ) 严起来就是要发现苗头及时提

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抓早抓小#动辄

则咎)执行到位#就是要领导和督促纪

委#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在

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议上#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要求领导班子成

员要从自身做起#坚持 $一岗双责 %#对

分管范围内的党员干部勤打招呼早提

醒#领导和支持抓早抓小工作(

今年省& 市纪委全会召开以后#商

水县纪委组成
$$

个课题组#分别由县纪

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围绕抓早

抓小#深入全县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进

行全面调研(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詹凯

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乡镇党委书记 &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 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会 & 村监委会主任

座谈会 # 从多个层面广泛听取意见建

议( 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商水县纪委制定了 $一项体系十项

机制%#把目标任务逐项分解到县纪委

相关室 & 各乡镇纪委和县直各单位纪

检组!纪委"#明确了牵头人 &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 ( 县纪委主要领导和县纪

委常委多次深入基层 # 帮助指导基层

理清工作思路 # 完善实施方案 # 促使

$一项体系十项机制%建设工作高起点

启动&高标准推进(

构建机制$抓早抓小

$一项体系% 即抓早抓小源头预防

体系)$十项机制%即落实$两个责任%&执

纪审查&执纪审查协作区建设 &党风政

风监督检查 & 预防和防止侵害群众利

益 &廉洁教育 &巡察监督 &纪检监察信

访&解决$中梗阻%问题&加强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建设( 在具体实践中#县纪委

通过不断加强$十项机制%建设#把抓早

抓小的理念和要求融入纪检监察各项

业务中去#一手抓机制建设 #一手抓贯

彻落实#把制度的笼子织起来#把$抓早

抓小%的体系撑起来 #达到纲举目张的

效果(

加强落实$两个责任%机制建设(商

水县纪委印发了落实 $两个责任 %的实

施细则 &考核细则 &责任追究办法 #做

到履责有依 &考责有规 &问责有据 #变

过去 $一揽子 %&$大呼隆 %的年度考核

为常态化考核 ( 商水县纪委组织考核

组 #每季度对各单位落实 $两个责任 %

情况检查考核一次 # 主要考核基层党

组织抓早抓小体系和机制建设及运行

情况 # 对排名靠后的单位党组织和纪

委 !纪检组 "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 #及

早发现问题#及早督促解决 ( 今年 #县

纪委已对县环保局等
#

家单位的党政

正职和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进行集体

约谈 # 进一步促使压力上肩 & 责任生

根(

加强执纪审查机制建设( 商水县纪

委推行快查快结快移送#只要查清主要

违纪事实就处理# 只要涉法就移送#着

力提高执纪审查效率( 商水县纪委明确

规定# 一般案件必须一个月内办结#时

间超过
$"

天以上的# 必须要有结果#对

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要提前介入审理(

在处分决定及执行上#商水县纪委严格

落实$一案双书%制度#处分决定书和检

查建议书必须在专题会议上向发案单

位当众宣读( 今年#商水县纪委已下发

纪律检查建议书
$'

份#帮助发案单位建

章立制&堵塞漏洞 #防止同类问题再次

发生(

加强执纪审查协作区机制建设( 在

以往由各乡镇组成的
*

个协作区基础

上#今年#商水县纪委将县直各单位也

并入协作区范围#充分利用县直各单位

纪检组!纪委"熟悉所在单位人员和业

务工作的优势# 充分发挥其就近监督&

深入监督作用#使监督更具有针对性和

有效性( 此外#商水县纪委还相继建立

了协作区工作例会& 联席会议制度#实

行交叉办案&异地办案&办案$人才库%制

度#为协作区搭建了日常工作交流学习

的平台#有效整合了基层纪委!纪检组"

的力量#解决办案力量不足 &办案干扰

等问题(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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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几名游客慕名到位于

周口市东新区搬口办事处贾寨村的

翔耀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亩果

桑采摘园体验采摘乐趣( 果桑外观漂

亮$味道甜美$富含多种维生素#还有

多种医疗保健功能(

记者 沈湛 摄

果桑成熟季
采摘正当时

校园网贷不能野蛮生长
刘 姚友明

一些高校辅导员近来经常尴尬地

收到催债短信( 原来$随着越来越多的

大学生使用网络贷款$教师和家长成了

%隐性担保人&( 为了还款$有的学生陷

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为钱

所困!难以自拔)甚至有大学生因为借

贷
!"

余万元参与网络博彩血本无归而

选择轻生$令人扼腕(

网络贷款门槛低!审核松!无抵押!

放款快$在很多大学无孔不入( 在校园

发放银行信用卡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

下$ 网贷满足了不少学生的消费冲动(

然而$%天上掉下的馅饼& 看上去很美$

有些却是%地上明摆的陷阱&( 网贷确实

可解燃眉之急$但一些网贷方诱导没有

经济来源的学生进行非理性消费$容易

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这应当引起监管

方的重视(

校园网贷乱象暴露了互联网金融

的监管盲区( 中国银监会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向已满
#$

周岁无固定工作 !

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学生发放信用卡时$

须落实有偿还能力的第二还款来源( 然

而$ 因为目前网贷公司未在银监会备

案$所以并不执行相关规定$也没有明

确的职能机构对校园网贷平台进行直

接监管(

针对校园网贷当前的乱象$ 有关部

门应介入对网贷行业的规范和监管$引

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对已经具有独

立民事行为能力的大学生来说$ 考虑他

们对违约风险认知程度有限$ 应进一步

加强借债风险教育( 一方面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消费观$ 纠正过度消

费!攀比消费等不良风气)另一方面$还要

引导大学生提高责任意识!信用意识(

神
州
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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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张家口市桥西区长青路小学学生在生态

环境展馆观看风力发电模型(

)'$*

年$河北省张家口市

桥西区长青路小学建成%生态环保教育实践展馆&(展馆

现藏有鸟类!蝴蝶标本近百种(自展馆开放以来$已吸引

校内外近两万多名中小学生参观学习( 新华社发

!!!!!!"

月
"

日$工作人员在泊头市富镇安庄村操作无

人机对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目前$%渤海粮仓&

项目核心区河北省泊头市的
!

万多亩小麦正处于%一

喷三防&关键期$当地利用无人机对小麦进行大规模

喷药作业$一亩麦田完成作业只需
)

分钟( 新华社发

!!!!!!"

月
"

日$花农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肖庄镇玫

瑰园采摘玫瑰花( 当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

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着进行田间管护!夏收夏种$

农事生产进入繁忙时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