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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晴转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17～29℃。（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116起，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172人；查处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74 起，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2人；查
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 32 起，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1人。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正风肃
纪“成绩单”。数字背后，彰
显的是我市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决心
与成效。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
实省纪委和市委部署要求，坚
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坚决有力惩治腐败，持续深化
作风建设，有力推动了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守责任担当
切实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
市委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高度重视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把
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
起考核，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
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
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

督办。对重大疑难案件市委主
要领导亲自听取汇报，研究措
施，为纪检监察机关撑腰壮
胆，排除干扰，切实维护纪检
监察机关开展执纪审查工作的
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定
期检查和分析通报制度，市委
常委、党员副市长带队检查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并逐一反馈，督促整改，
推动责任落实。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层
层抓责任落实，把履行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情况，列为年度述
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
的必报内容，形成了分级负
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
级纪委认真落实监督责任，积
极协助同级党委加强党风建设
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严格
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主体
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向纵深发展。

旗帜鲜明讲政治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省纪委
和市委的重大部署，推动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

治站位。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
准则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坚决查处违反党内政治生
活制度的行为。严肃处理对党
组织不忠诚问题，从讲政治的
高度从严查处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等
行为。市直某单位基层党组织
换届选举违反相关规定并向市
直机关工委虚假报告换届工作
情况，市委巡察组在对该单位
巡察时，该单位又提供了虚假
情况。市纪委迅速安排相关纪
检监察室进行核查，对相关领
导和责任人给予党纪和组织处
理。

围绕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开 展 监 督 执 纪 。 市 委 印 发

《关于开展市委常委督导重点
镇 （街） 集中整治和查处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工作方案》，实行市委常委
督导重点镇 （街） 制度，层
层传导压力，推动工作深入

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今
年 上 半 年 ， 市 纪 委 受 理 的
2016 年 7 个 重 点 督 导 镇

（街） 信访举报全部下降，信
访 举 报 总 量 同 比 下 降
53.33%，其中降幅最大的一
个镇达 73.33%。把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
执纪审查的重要内容，从严执
纪查处。聚焦扶贫领域，在市
委第三轮巡察中对山亭区、峄
城区、台儿庄区扶贫领域开展
专项巡察；对反映扶贫领域涉
嫌违纪问题信访举报坚持优先
快办，坚决查处贪污挪用、截
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
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等行
为。

坚持抓常抓长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

恒心和韧劲，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在坚持中深化、在深
化中坚持，既坚持逢节必查，

又增加暗访频率，既深挖细查
隐身变异的享乐奢靡之风，又
注重纪律审查（核查）中发现
的问题，做到“一案双查”，
对不收手、不知止的一律从严
查处，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
光，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
号。市煤炭培训中心办公室主
任任某某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该培
训中心主任胡某、分管党风廉
政建设和人事工作的副主任沙
某某明知任某某因公车私用被
组织核查的情况下，仍配合其
伪造证据、欺骗组织。市煤炭
局党委给予任某某党内严重警
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给予
胡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
沙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
调整其工作分工。着力发现和
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新
问题，加强分析研判，梳理汇
总扶贫领域“数字脱贫”“虚
假脱贫”， （下转A2版）

正风肃纪扬清风
——我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刘振江

9月14日，2017年世界百城千万人太极拳展演滕州站启动仪式在滕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近千名太极拳爱好者展示了24式太极拳和陈式太极
拳，展演队伍中既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8岁的儿童。通过展演，进一步推动了该市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侯志龙 摄）

千人共舞太极拳

本报讯 9 月 12 日下午，
丹桂飘香的党校校园，阵阵掌
声不时从主体班次课堂传来，

“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 做忠诚干净担当党员干
部”党性分析交流正在县、科
级干部进修班两个班次热烈进
行。

为引导在校学员认真研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深
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非凡成
长历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
崇高政治品质，深刻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核心、全
党核心的深厚历史逻辑、实践
基础和人民意愿，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认识来源、实践

根基和精髓要义，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坚定地
投入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为
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
庄做出应有的贡献，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将《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列为秋
季学期主体班次学员必读书
目，并在全体学员中开展“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做
忠诚干净担当党员干部”党性
分析活动。

在校学员在认真研读教材
的基础上，参照参考选题，结
合个人实际，围绕忠诚、廉
洁、勤政、落实“一岗双责”

等，撰写党性分析材料并进行
小组交流后，推荐代表参与了
班级研讨发言。班级交流中，
学员代表踊跃发言，谈体会、
议收获、查不足。县级班学
员、薛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孙中坤讲道，党校的教学安
排让人耳目一新。《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是一座思想深
刻的党性修养之矿，尤其青年
习近平的勤奋好学、坚定不移
的理想信念，一心为民、心怀
天下的高尚品格，真抓实干、
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使其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锻炼。孙
中坤表示，要学习习总书记勤
奋好学的精神，牢固树立崇高
的理想；要学习习总书记深切

为民的情怀，牢固树立心怀天
下的高尚品格；要学习习总书
记真抓实干的作风，牢固树立
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县级班学员、市委办公
室副主任杨峥嵘结合本职工
作表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
意识，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
醒、信仰上的坚定、纪律上
的自觉，确保前进方向不偏
离；要强化大局意识，坚持
在大局之上思考、在大局之中
定位、在大局之下行动，确保
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要强化核心意识，在学
习上聚焦核心、在政治上维护
核心、在实践上彰显核心，确
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要强化

看齐意识，在精神状态上看
齐、在担当实干上看齐、在锤
炼作风上看齐，确保上下同心
步调一致。

科级班的学员在发言中也
一致表示，读了《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后，灵魂受到震
撼，精神得到洗礼，进一步深
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理解和认识。学
员们纷纷表态，要向习近平总
书记看齐，坚定理想信念，强
化责任担当，永葆为民情怀，
政治上跟党走、工作上争上
游、作风上严要求，为推动自
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建设作
出应有贡献。 （党宣）

创新教学方式 增强“四个意识”提升党性修养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做忠诚干净担当党员干部”党性分析活动在市委党校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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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滕州讯 9 月 8 日，
滕州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千名干部下基层社情民意
大调研”活动，集中两个月时
间，组织全市 1219 名干部按
照“党务干部到难村、政法干
部到乱村、经济干部到穷村、
农科干部到专业村”的思路，
到农村、城市社区驻村蹲点，
抓党建、促发展，化解矛盾、
助民解困，进一步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持续提升干部作风。

活动中，该市突出落实六
大任务，确保驻村实效。一是
摸清村情民意，做到村居情
况、党建工作、发展思路、矛
盾纠纷、脱贫攻坚、干群关系
六个研究清楚到位，全面掌握
村情民意。二是加强组织建
设，指导村居抓牢“三会一
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建设过

硬支部，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同时抓
实村级班子目标管理，加强后
备干部、乡土人才建设，为“两
委”换届打牢基础。三是化解
矛盾纠纷，对重点领域、突出问
题进行排查，稳妥施策，科学化
解。四是助力脱贫攻坚，协调
推进帮扶项目措施落实到位。
五是优化城乡环境，极力推进
村居常态化环境卫生整治。六
是服务经济发展，帮助村居理
清发展思路、整合部门优势资
源，增强村级发展活力。

该市出台了驻村干部工作
纪律规范，建立干部驻村、民
情日记、信息沟通联动、督导
督查等四项制度，确保驻村工
作取得实效。

（记 者 张孝平 通 讯
员 程新新 付怀东）

滕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出新措

千名干部下基层调研社情民意

本报山亭讯 9 月 14 日，
市委副书记梁宪廷带领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到山亭区调研脱
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梁宪廷一行先后来到山城
街道三山前村和徐庄镇藤花峪
村美丽乡村建设现场，听取了
两个村有关情况汇报。梁宪廷
对山亭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给
予肯定。他强调，美丽乡村建
设要坚持科学定位、合理规
划，力求村容村貌整洁有序、
房屋建筑特色鲜明、农村环境
优美宜居。要激发农民群众参
与活力，引导村民通过筹资筹
劳、捐资等多种形式建设家
园。要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
严格建设标准，加强长效管
理。

在召开的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梁宪廷在听取山亭区及徐
庄镇关于脱贫攻坚情况汇报后
强调，各级要高度重视，增强
责任感和敏锐性，切实把脱贫
攻坚任务落实到镇村基层中
去，拿出真招实招硬招，全力

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梁宪廷要求，各级要转变

思维工作方式抓实脱贫攻坚工
作，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宣传政策、服务群众，提高贫
困群众对政策的知晓度、认可
度和满意度。要突出重点抓实
脱贫攻坚工作，认真做好信息
比对核实工作，严格把好入
口、出口两个关口，强化贫
困对象信息动态调整，进一
步做细做实贫困退出、返贫
纳入工作；扎实推进结对帮
扶活动，严格“三保障”政
策 落 实 ， 强 力 推 进 危 房 改
造、基本医疗保障、贫困家
庭学生上学等工作。要严格
问责抓实脱贫攻坚工作，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督
导考核力度，加强扶贫队伍
建设，把那些熟悉基层、有
责任、敢担当、善落实的高
素质干部放到扶贫一线，切
实夯实精准扶贫基础，确保
圆 满 完 成 年 度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记者 李鲁）

梁宪廷到山亭调研

本报讯 9 月 14 日下午，
第十三届全运会枣庄市参赛运
动员、教练员代表座谈会在市
政大厦召开。会前，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同道
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同道在批示中感谢省体
育局的大力支持，对省代表团
和我市运动员的优异成绩表示
热烈祝贺。他指出，要进一步
加强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推
动我市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李峰首先代表市委、市政
府对我市载誉归来的运动员、
教练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祝
贺，并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
及有关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在本届全运会
上，枣庄体育健儿勇于拼搏、
敢于争先，交出了运动成绩和
精神文明两份满意答卷，为枣
庄市乃至山东省赢得了荣誉、
增添了光彩。

就弘扬体育运动精神、扎
实做好全市体育工作，李峰提
出三点要求。一要注重舆论宣
传，增强枣庄体育的引导力。
当前，枣庄正处在转型发展、
跨越追赶的关键时期，要大力
宣传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进取
精神、奉献精神，提振全市广
大干部群众不甘落后、勇于争
先的精气神，汇聚干事创业的

正能量。各级政府要关心支持
体育工作，积极帮助运动员、
教练员解决好工作、生活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为运动健儿驰
骋赛场、争金夺银提供良好的
外部环境。二要注重赛事组
织，增强枣庄体育的影响力。
以竞赛表演业为重点，加快发
展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赛
事，打造一批有吸引力的国际
性、区域性品牌赛事。要继续
举办好市运会、国际马拉松比
赛等赛事，提高枣庄体育赛事
的影响力。要以“健康枣庄”
建设为引领，深入实施城乡全
民健身工程，打造“10 分钟
体育健身圈”。三要注重产业
培育，增强枣庄体育的融合
力。要按照融合发展、集聚发
展的思路，大力培育核心业态
和产业基地，拓展体育产业发
展空间。落实好体育产业扶持
政策，鼓励本地体育用品制造
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提高产品
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据了解，在全国第十三届
运动会上，我市共有 26 名运
动员入选山东省代表团，共获
得 4 枚金牌、3 枚银牌和 7 枚
铜牌，创历届全运会我市参赛
人数、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
参加项目新高。山东省体育局
为我市发来感谢信。

（记者 宋旭）

第十三届全运会枣庄市参赛运动员
教练员代表座谈会召开
李同道作出批示 李峰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