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

!"#$%&&'#

!"!"

年
!"

月

壬辰年十月廿三
网址!

())*+ , , ---./(01.234

星期四
总第

!!"#

期!

今日
$

叠
%&

版 新闻热线!

!"!####

周口日报社主办

!"#$ %&'(

!!!!!!!!!!!!!!!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南风
!"#

级!最高温度
$!"%&!

!最低温度
&!"%!

" 预计#明天晴天间多云" 周口市气象台
!&%!

年
%!

月
'

日
%(

时发布

!

总编辑 顾玉杰
!

本期总值班 董雪丹
!

本期审读 魏东
!

本版编辑 郭坤
!

广告咨询!

56'&&77 !

发行服务!

568#8&&

!!!!

周口市福康安纯净水公司建
厂最早!规模最大!设备最优!服
务最佳!国家质量安全认证企业"

!!!!!!!

地址!市交通大道西段

电话
!"#$%&'

手机
%(!)'#'(%!!

"

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我市召

开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开展

"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工作

动员大会!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出台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

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下基层听民

声解难题办实事% 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市委书记徐光作重要讲话!市长

岳文海主持会议&

会上分别宣读了'中共周口市

委关于开展 "下基层听民声解难

题办实事 %工作的意见 (和 '中共

周口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

周口

市 )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 %

工作实施细则
%

的通知(&

徐光指出!"下基层听民声解难

题办实事%工作是"三走遍三走进%

工作的深化提升!是创先争优活动

的实践创新!既是市委坚持以人为

本 $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又是进

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

措!也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

一项重要任务!对于进一步增强广

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

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凝心聚力促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 他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 广大党员干部要明确任务!突

出重点 !扎实推进 "下基层听民声

解难题办实事 %工作 !具体要做好

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送政策释民惑! 宣传十八

大精神&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全面

准确$ 深入浅出地向群众宣传十八

大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 使十八大精神成为改善民生的

动力$联系群众的纽带&

二要下基层到一线! 密切联系

群众& 干部下基层!要端正思想态

度!放下身段架子!转变工作作风!

不仅要 )人到 %$ )身到 %!更要 )情

到 %$)心到 %!带着感情下去 !带着

满意回来+ 做到走访一批群众!征

求一批意见! 调解一批矛盾纠纷!

办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一批突出

问题 !带着问题下去 !带着答案回

来&

三要听民声察民情! 了解群众

期盼& 深入体察民情要记好民情日

记!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诉求!真

正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

计! 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取人民群

众意见! 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

请教! 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

判&

四要理思路抓重点!推动科学发

展& 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加快

发展作为破解难题的根本途径!帮助

基层理清发展思路! 抓住工作重点!

真正在基层把市委$市政府的重点任

务落到实处! 着力解决发展思路不

清$方式落后$质量不高$后劲不足等

问题&

五要解难题办实事! 尽力改善

民生&在办实事的过程中!要坚持尊

重规律不求大!脚踏实地不求名!正

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遵循)三

办%原则!确保干部群众一条心!齐

心协力谋发展&

六要保稳定促和谐!营造良好

环境& 要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 提高群众工作水

平 ! 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和感

染力 !坚决反对方法单一 $简单粗

暴&

七要抓基层打基础! 建好基层

组织& 坚持着眼基层$依靠基层$着

力基层$服务基层!帮助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 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创新力$执行力&

徐光强调!要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探索建立)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

办实事%工作长效机制& 此项工作!

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

各级各部门

要成立相应组织! 明确专人具体负

责! 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订出切

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要确保督促检

查到位!用好公开$暗访$问责)三大

法宝%!采取多种形式了解群众对活

动开展的满意度+ 要确保纪律执行

到位!必须严肃工作态度$严谨工作

作风$ 严明工作纪律! 确保不走过

场$ 不图形式+ 要确保统筹兼顾到

位!必须统筹安排好各项工作!做到

本职工作与下基层工作两不误$两

促进$ 两提高+ 要确保舆论宣传到

位!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努力营

造有利于工作开展的良好舆论氛

围&

岳文海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

在 )下基层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 %

工作中 ! 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

宣传十八大精神当作中心任务 !

要原原本本地学习报告 ! 做到融

会贯通 $联系实际 !把十八大精神

通俗易懂地传播给基层人民群

众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凝聚力 $创

新力 $执行力 !把周口的事业搞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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