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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
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
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
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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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生、刘锋等市领导在里村巡查时与老百姓交流。 （记者 刘定远 摄）

本报讯（记者 吴怡玲）“双创双修”进入攻坚新
阶段。7月8日，市委书记钟志生再次利用周末时间，
轻车简从，以不打招呼、不设路线、突击检查的方式，
直奔老城区和乡镇（街道），看现场、查实况、摸实情、
抓调度。他强调，当前“双创双修”工作重点要向“双
创”倾斜，要向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三大重
点薄弱环节倾斜，必须做到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先
啃，越是成片的“老大难”地区越要先整治。刘锋、吴
隽、董立新、黄金龙、闫浩、何军威、孙庚九、胡春平等

陪同巡查。
背街小巷，虽“背”且“小”，却关系到广大城区群

众的生活舒适度和幸福感。来到耐火材料厂小区，前
两天的大雨让这里的道路还很泥泞。作为一个老旧
社区，因建设年代久远，配套设施落后，纵横交错的
脏乱小道破损严重，遇到下雨天，低洼的巷子处于积
水围困中，严重影响居民通行。小区居民领着钟志生
一行走到昏暗屋内，指着两边的房屋，抱怨生活环境
恶劣。钟志生边走边看，心情沉重：“这样情况的居民

还有多少户？什么时候能完成全部改造？”钟志生强
调，相关责任部门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干工作最终目
的是要让群众受益。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
升是可以得到群众真心拥护、让群众有获得感的工
作。“双创”工作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主动作为，只
要能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难题，对发现的问题不回
避、不遮掩，积极回应群众的呼声与诉求，群众就会
全力支持我们克难攻坚。

农贸市场作为一个窗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市
民生活品质和城市管理水平。钟志生一行来到曙光
路蔬菜批发市场、星荷湾民祥园农贸市场、古城农贸
市场、河西农贸市场等地，只见市场外人车混流乱象
层出不穷，市场内普遍存在地面污水横流、垃圾散
落、占道经营等顽疾，安全问题十分突出，交通堵
塞严重。在实地查看农贸市场的创建氛围、市场环
境、基础设施、经营秩序等情况后，钟志生指出，
农贸市场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创建
文明城市的重点和难点，旧改任务十分艰巨，必须
加大力度推进。

“通过今天上午系统的巡查，我们看到，‘双创’
工作压力很大、任务艰巨、任重道远！能不能把这项
工作做好，直接考验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担当，考验
干部的能力水平。”现场办公会上，钟志生指出，

“双创双修”是钱的问题，又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它更是思想的问题、理念的问题、作风的问题、细
节的问题。昌江、珠山两区要改变以往对大规模硬
件改造、资金投入的依赖，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进度进程。

钟志生强调，市、区县、部门要一齐动手，在
全市形成合力，全面梳理“双创双修”的指标体
系，进行对照、对表、对标，通过市“双创双修”
工作指挥部下发《指挥长令》，进行限时整改。市纪
委要以强有力问责，督促责任落实，市委组织部要
通过全方位、多维度考察，跟踪、发现好干部，合
力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钟志生一行还先后来到景东招商场、竟成前街
路、樊家井小康村、太白园路、太白花苑、浮梁木
材厂宿舍、吕蒙社区、昌明社区等地进行巡查。

作风建设大家谈

加强作风建设是时代命题、发展所需、人民期
盼。协助党委抓作风建设，是纪委的分内之事、应
尽之责。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精准发力，锻造过硬作风。

要突出重点抓作风建设。当前，我市党员干部队
伍作风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特别是省委书记、省长刘奇同志指出的“怕、慢、假、
庸、散”等作风顽疾还根深蒂固，成为影响和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风成于上，俗成于
下。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是作风建设的领跑
者和风向标，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向“五
毒”聚焦发力、紧盯不放，必须先督促抓“关键少数”，
以上率下，以“关键少数”的自我革命带动“绝大多
数”的自我修炼。

要见微知著抓作风建设。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抓作风建设，必须见微知著、抓早抓小，对干

部作风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
扯袖”。要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
育，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切实打牢作风建设的
思想政治基础。要正确把握“严”与“爱”的关
系，坚持严管就是厚爱，对干部作风上的问题，优
先于其他问题处置；问题突出和严重的，要严肃查
处，决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视而不见，
当“老好人”。

要鲜明导向抓作风建设。认真履行监督责任，
突出问题导向，紧盯重点人员、重点时节，综合运
用日常监督、巡察监督、派驻监督、群众监督等，
抓“常”抓“细”抓“长”。要积极用好“问责”
利器，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综合运用“四种形
态”，加大追责问责力度，鲜明严肃执纪导向。要
按照凡提拔干部“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必听、线索具
体的信访举报必查”要求，严把政治关、廉洁关、
形象关，努力营造以做事论英雄、看担当用干部、

凭实绩给平台的良好氛围，鲜明选人用人导向。
要建强自身抓作风建设。打铁必须自身硬。自

身建设强，抓作风才更有力。要扎实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要加
强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扎实推进学习型机
关建设，着力提高专业化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信
息化时代应变处置能力。要大力弘扬“负责任、抓
紧办、说真话”作风，倡导做“孤臣”，防止“灯
下黑”，着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执纪“铁
军”。

坚持精准发力 锻造过硬作风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董立新

前不久，在陶瓷工业园区、昌南拓
展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讲
习辅导在这里举行。陶瓷工业园区、昌
南拓展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加强干部作
风建设，提升干部工作水平，全面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创基础治理新局
面”为主题，为辖区内机关、乡村、非公
企业、学校等各领域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讲习授课，实现分领域分层级“讲习”
全覆盖，让讲习所成为宣讲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扩音器”，
成为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

“主阵地”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
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平台”。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指
示精神，创新成立“新时代讲习所”，在
搭建平台、优化内容、创新形式、打造队
伍等方面做文章，探索出基层理论宣讲
的新模式。运行一年多来，精心组织讲
习活动2万余场，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传播到瓷都四面八方、传递到瓷都
千家万户，让我市发展态势更好，干事
氛围更浓，市民荣誉感更强，为新时代
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建好“根据地”
过去，学习贯彻式的宣讲总会存在

“不深入、不实在、不接地”等效果问题。
为破解这一问题，我市把学习课堂搬到
现场、搬到一线、搬到群众身边，确保理
论宣讲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让干部群众学得进、听得清、弄得
明。一方面，坚持全领域建设、全地域覆
盖，充分利用各级党组织活动场所，按
照“有场地、有标牌、有设施、有师资、有
制度、有资料、有成效、有影响”的“八
有”标准，从场所布置、队伍建设、制度
规范、活动开展等方面，全面强化讲习
所规范建设。另一方面，讲习所做到“固
定场所”与“见缝插针”、“固定讲习”与

“流动讲习”相结合，以固定场所为“根
据地”，将讲习活动辐射周边文化广场、
工矿车间、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学校军
营等，不留“盲点”。围绕活动开展、师资
建设、场所维护、课堂纪律、资料管理、
效果评估等建立健全讲习制度，明确讲
习重点，制定讲习计划和课程表，跟踪
讲习成效。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在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
常态化讲习的基础上，每月至少开展1
次集中讲习和若干次流动讲习。2017
年，我市被确定为“全省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示范市”，全市以城市社区为重点，
统筹周边农村，开展讲习所示范点创建
工作，做到两个示范“齐头并进”。一方
面，在街道社区、园区、景区和较大的楼
宇商圈、大型项目工地等各类党群服务
中心和社区党群服务站，设置“一厅六
区一所”，明确“一所”即“新时代讲习
所”；另一方面，把讲习工作与加强城市
基层党建、强化社会基层治理结合起
来，开展接地气、受欢迎的讲习活动，为

全市各领域讲习所提供示范。明确各地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具体负
责，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形成以上率下的示范效应和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合力。

唱好“主旋律”
在讲习过程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讲习的灵魂和主线，将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新时
代党的历史使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新时代各项工作的战略部署、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等作为讲习所的必讲内容，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厘清发展新思路，形成发展新共识，凝聚发展新力量。在自选课程
中，包括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公共文化、文明创建、医疗卫生、实用
技术、乡规民约等7大项。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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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倪艳）今年1至5月份，我市工业用电量14.14亿千瓦
时，增长6.5%，增幅比1至4月份的3.6%快2.9个百分点，较今年一
季度提高了7.6个百分点；对全社会用电量的贡献率达45.9%，拉
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4.3个百分点。

从分工业行业大类看，三大产业用电量两升一降。其中，制造
业仍占主导。1至5月份，全市制造业用电量7.56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1.2%，占全部工业用电量的53.5%，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3个
百分点。采矿业降幅收窄。1至5月份，采矿业累计用电量0.19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27.5%，降幅较1至4月份缩减了10.3个百分点。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由降转升。1至5月份，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用电 6.3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增幅较1至4月份由降转升，扩大了4.9个百分点。

今年前5月我市工业用电量增长6.5%

钟志生在巡查“双创双修”工作时强调

积 极 回 应 群 众 呼 声 诉 求
严治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乱象

刘锋陪同

本报讯 （记者 熊希伦 文/
图） 昨天下午，记者在瓷都大桥
南面匝道塌方抢修现场获悉，预
计本周内将完成地下排水管道施
工和路面修复，御窑景巷通往瓷
都大桥桥下的南面匝道将恢复通
车。

7月6日上午，瓷都大桥南面
匝道突然出现一处塌陷坑，近10
米的坑洞内水流不断喷涌而出。
经过现场勘察，市政部门立即制
定了抢修方案，协调供水、供
电、交警等部门积极配合，疏导
群众和车辆，紧急组织人员、材
料、器械入场开挖，现场出动吊

车、挖掘机和 20 余名工作人员，
一齐投入紧张抢修中。

“塌方的原因主要是城东污水
干管因暴雨冲击破裂，导致管底
土方塌陷，经过施工人员连日来
分班24小时连续奋战，地下排水
管道已经重新安装到位。”抢修项
目相关负责人赵忠华告诉记者，
目前施工人员正在对地下排水管
管座和管顶钢筋混泥土全线包
封。排水管道的铺设工程预计3天
内完工，之后进行路面修复，本
周内将恢复通车。

瓷都大桥南面匝道塌陷坑抢修工程预计本周内完工

▶图为抢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