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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丽静

党的十九大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作出了战略部署，强调要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
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

去年以来，我市着力健全组织体
系，做好党的工作，推进标准化、制
度化、智慧化建设，全市基层党建工
作亮点纷呈，其中村党组织书记50
岁以下占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
比、“四类”人员占比情况均在全省
排名第二，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

“一人兼”情况全省排名第三，城市
社区年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情况位列
全省第二。

在加强政治领导中提升组织力，
在创新组织体系中提升组织力，在团
结服务群众中提升组织力，在推动改
革发展中提升组织力。我市各基层党
组织通过动员组织党员、群众，确保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
落地生根。

选优配强 “能人”治村
——以村 （社区）“两委”

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乡村振
兴带头人，把村 （社区） 党组
织建设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的坚强战斗堡垒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
强不强，要看“领头羊”。

在去年的村（社区）“两委”换
届中，全市各级党委紧盯村里走出去

的有视野、有魄力，在群众中有信服
力、有示范性的人选，用最大的诚意
和热情将走出去的“能人”请回来，
为村（社区）“两委”班子建设注入
新的活力。

后尹村是威县一个普通的村子，
村庄面貌几十年如一日，很多村民还
没有脱贫致富。去年村“两委”换届
中，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博士研究
生李恒冲主动请缨，回村当起了党支
部书记。

“恒冲年轻有为，有学历有能
力，一上任就给群众做了几件好事，
很不错。”做了十几年支委的李书东
说，安路灯，清垃圾，维修机井、水
泵……

“能人”治村，改变的远不止村
容村貌，还有村民的精神面貌，思进
向善蔚然成风。

“恒冲还给村里的毛毡行业制定
了提档升级计划，他是实实在在带领
乡亲致富。他的话乡亲愿听，他的决
定俺们支持。”李书东说。

后尹村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
在服务群众、带领群众致富中得到提
升。修路、安路灯、清垃圾，只要李
恒冲一声招呼，群众都积极出工。

换届后，全市农村党支部书记的
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带富能力都有
所提升。

“只有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履职
能力，把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才能更好
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
基层落地生根。”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委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书
记张占春说。 （下转第六版）

我市选优配强农村班子，巩固城市社区党建，拓展非公党建覆盖面

提升基层组织力 筑牢坚强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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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
讲话《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出版

推进伟大工程 锻造坚强核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党建领域改革综述 5版

本报讯（记者杜烁 通讯员
田冰 张晓博） 1 月 9 日，市长董
晓宇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32 次常务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省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会议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自觉践行“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
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九届
八次全会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
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动能转
换，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
生，补齐发展短板，扎实推进创
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建设经
济强市、美丽邢台新篇章。

会议研究了市十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有关文件。会议原则同意《政
府工作报告（讨论稿）》的基本框
架和主要内容，要求进一步征求各
方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会议
指出，做好《政府工作报告》及相

关报告的起草修改工作，对客观全
面反映2018年工作成效，科学谋划
好2019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要高
度重视起草工作，切实把中央和
省、市的最新部署、最新要求充分
体现到报告中来，落实到明年的工
作举措和重点任务中去。

会议研究了全市安全生产、环
保、扶贫工作。会议强调，要时刻
牢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针对当前特殊的安全生产形势，扎
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烟
花爆竹领域利剑打非行动等，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环保
工作要再接再厉，攻坚克难，强力
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
排，决战决胜各项任务目标。要统
筹做好脱贫攻坚“后三年”和“三
年后”工作，突出抓好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科技扶贫等各项工作，
努力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
续发展。

会议研究通过了《邢台市人民
政府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听取
了关于调整2019年全市城乡低保标
准的汇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第32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露橦） 1 月 9
日，市政协党组召开第二十五次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
省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邱文双主持会议并讲
话，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国印、李
中华、杨孟勋、郭和平，党组成
员、秘书长许振吉出席会议。副主
席刘勇、郜乃君，市政协副秘书
长、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政协邢台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
定 （草案）；研究设立政协邢台市
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临时党
组织事宜；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
三届委员会关于专门委员会变动的
决定 （草案）；审议了政协邢台市
第十三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任免名单 （草案）；审议了
政协邢台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预算。

市政协党组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 1月9日

上午，市政协召开十三届十四次主
席会议。市政协主席邱文双主持会
议，副主席刘勇、郜乃君、李国
印、李中华、杨孟勋、郭和平，秘
书长许振吉出席会议。市政协副秘
书长、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邢台市第
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议程和日程。会议决定，市政协
十三届九次常委会议1月18日召开。

主席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召开政
协邢台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的决定、议程和日程（草案）；听取
了关于起草政协邢台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说明；审
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报告人建议名
单（草案）；听取了关于起草政协邢台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的说明； （下转第二版）

市政协十三届九次常委会议18日召开

近日，内丘县西北岭村贫困
户张玉娥 （右） 在“扶贫微车
间”给雨披装袋贴标。近年来，
内丘县通过开设“扶贫微车
间”，将闲置的村集体房屋、企
业厂房、民房等改造成标准厂
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带动
有就业意向的贫困户实现就近就
业，有效拓宽了贫困户增收渠
道。 （黄涛 刘继东 摄）

“扶贫微车间”
致富新途径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本报讯 （记者杜烁 通讯员
秦炳武） 1 月 9日，市政府党组书
记、市长董晓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
组第20次会议，研究部署市政府系
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听取各党组
成员、副市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履行“一岗双责”情况和
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及联市监督工作
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市政府系统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践行

“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和捍卫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市
委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令行
禁止。

会议强调，市政府各党组成员
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充分认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定期研究、部署、检查和
推动。要自觉加强分管领域党内监
督，自觉推动分管领域责任落实，
自觉接受和支持监督，自觉带头廉
洁自律，自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
度，自觉把全面从严治党融入分管
业务工作，同步推进落实。要把巡
视整改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
手，高度重视巡视整改工作，深入
整改一线，加强督导调度，确保高
效率推动整改，高质量解决问题，
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持
续推进联市联县监督“1+N”工作，
创新举措，完善机制，确保取得阶
段性成效。

会上，董晓宇代表市政府党
组与各党组成员、副市长签订了
市政府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党组召开第20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赵羽） 1 月 9 日，
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后，我市随即召开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安排部署全市春节、全国及
省、市“两会”期间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市长董晓宇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陈少军出
席会议。

董晓宇指出，当前正值岁末年

初，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也是
事故易发多发期。做好特殊关键
时 期 全 市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责 任 重
大，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把安全生产工作
作 为 重 要 的 政 治 责 任 和 政 治 任
务，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极端负责的态度，时刻保持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的姿态，进一步
强化红线意识、风险意识，狠抓
工作落实，确保关键时期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他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事故就要处理”的意识，深
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百日会战”
行动，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和 重 点 时 段 ， 采 取 强 有 力 的 措
施，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
全力抓好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监管，
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加强
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强化
城市建设运行安全监管，同时扎实
推进矿山、特种设备、民爆物品等
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切实抓好当前
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要狠抓巡查整
改，坚持举一反三，补齐安全生产
长效监管机制短板，全力营造安全
稳定的良好环境。

董晓宇强调，要严格落实领
导干部、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
任，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的发生，同时对因责任不
落实、措施不得力、监管不到位
甚至失职渎职而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董晓宇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上强调

突出工作重点 狠抓问题整改
坚 决 遏 制 各 类 事 故 发 生

京 津 冀 将 进 一 步
加强教育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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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准备工作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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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研发疏浚重器
“天鲲号”完成测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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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珠江两岸阔
——改革开放的“广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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