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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诵红色经典主题党建活动

记者 陈晓晓 通讯员 汪啸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充分发
挥在服务保障“八八战略”再深

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和建设清廉象
山中的作用，县住建局“抓队伍、
优作风、防风险、严纪律、扬正
气”深化清廉机关建设，以钉钉子
精神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助

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实现了党建
和业务双加强、双促进、双丰收。

“清廉机关”建设，不仅要求
党政机关要清廉公正、党员领导干
部要清正廉洁，而且要求每个住建
人都要“清”，每一个环节都要
“清”，使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相互
浸润、相得益彰。今年以来，县住

建局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推进“清廉机关”建设，坚持
“文治”教化于内、“武治”动辄
则咎，使廉政建设入眼、入脑、入

心，从而外化于形，在心中构筑一
道牢不可破的“廉政防火墙”。

野文治冶 教化于内
打造清廉有为干部队伍

干事创业 ,关键在人。用一贤
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
风。

一直以来，县住建局注重干部
队伍建设，尤其是近年来，该局面
对新形势下住建工作出现的新问
题、新情况，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
模式，搭建特色教育平台，通过
“以学促知、以考促学、以知促能、
以能强党”，全面提振干部精气神，
努力打造一支“忠诚、担当、务
实、干净”勇争一流的住建铁军，
为加快推进现代化滨海城区建设提
供支撑保障。

开办“夜讲堂”以学促知。一
直以来，县住建局倡导自信激情、
定力担当、执行效率、健康快乐的
清廉文化，培育以清为美、以廉为
荣的价值取向，用先进的党建激励
人鼓舞人。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干
部职工廉政教育，创新推出了“夜
讲堂”，每月一次通过外邀专家、
内请能人方式组织集中专题学习。
通过学习《习近平：弘扬“红船精
神”走在时代前列》，进一步引导
党员干部把“红船精神”与本职工
作紧密联系起来，把爱党、忧党、
兴党、护党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行动
上，突出严的标准、实的要求。组
织收看学习十九大精神特别节目
《迈向新时代》，将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引向深入。组织观看
《厉害了，我的国》，感受我国在新
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
就，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和爱
国意识。组织“八八战略实施 15
周年”专题学习会，并观看《八八
战略实施 15 周年》 三集政论片，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
新要求新使命新期望。同时，通过
QQ群、微信公众号、微博、钉钉，
适时推送最新热点理论，引导党员
有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

创设“大考堂”以考促学。针
对 45周岁以下年轻干部职工，该
局专门创设了“大考堂”，将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婚丧喜庆事宜
等干部管理知识纳入考评范围，建
立应知应会题库。同时，由各业务
科室提供业务知识点，涵盖市政、
园林、内河、排水、物业、建设管
理等多个方面，要求干部职工利用
碎片化时间认真学习消化，并将学
习计划、学习记录上传至住建内
网，定期开展季度考及年终考，采
取闭卷形式，检验学习成果，最终
成绩纳入局双对双排考核范围。今
年以来，已举办季度考 2次，真正
带动了一大批干部职工以考促学、
“比学赶超”。

搭建“悦读会”以知促能。为

积极推动住建干部职工全方位发
展，该局积极推行“全员阅读”，
搭建了“悦读会”，由县管后备干
部、四十周岁以下中层干部、三十
五周岁以下一般干部、各科室（单

位）信息员以及爱好阅读的干部职
工等五大类组成。今年以来，已累
计开展了“悦读青春”“悦读党
章”“悦读国粹”等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 6次，举办的“不忘初心诵红
色经典”、“凝心聚力抢建设，城
乡争优勇当先”好声音比赛、“清
风廉韵沁住建”摄影比赛等活动刊
登在《今日象山》、象山港网站等
县主流媒体，营造出了住建人“多
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
围。

开展“志愿服务”以能强党。

将志愿公益作为体现党员先进性和
实践党的根本宗旨的有力抓手，建
立志愿服务队，人均志愿服务 20
小时以上，积极组织扶贫帮困，利

用重大节假日，深入石浦镇东门
村、爵溪街道牛丈岙村、丹西街道
白石村等结对村开展慰问活动，送
去资金帮扶，解决实际困难。走进
县三伟民工学校，开展“点亮微心
愿，圆梦校园行”活动，为民工子
弟送上喜爱的学习用品和乒乓球
桌，期望他们能更好成长。开展迎
七一送温暖活动，积极认领微心
愿，帮助爵溪街道四户困难户实现
小小心愿，在炎炎夏日送上一抹清
凉。同时，针对建筑民工、物业小
区业主等服务对象，累计建立农民
工学校 96 家、培训 17803 人次，
开展物业专项培训，累计培训 500
余人次，不断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和
业务能力，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

野武治冶 动辄则咎
推进清廉制度建设

套上“紧箍” ,强化不敢腐的
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
想腐的自觉。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为防

微杜渐，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
道防线。今年初，县住建局重新调
整纪检监察小组，并明确纪律监督
员权利和义务，讨论出台 《2018
年正风肃纪专项检查实施方案》，
首次探索运用“第一种形态”新方
式，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扼杀在
萌芽状态。今年以来，县住建局纪
检监察小组共组织专项督查 31次，
问责 10 人次，三级连带问责 8 人
次，扣发奖金 6090 元。同时，强
化考核将下属单位纳入局“双对、

双排”考核对象范围，将监督检查
结果纳入考核内容，对违纪违规问
题严肃追责，将通报批评、提醒谈
话、函询、诫勉、书面检查、民主
生活会等日常监督手段广泛运用到
监督执纪工作中，坚持抓早抓小，
小过即问、小错即纠，切实让咬耳
扯袖，红脸出汗具体化、常态化，
将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落到实
处。

完善制度，严明纪律。相继
出台 《象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十条”禁令》、 《象山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干部职工问责办法》、

《象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六必
报、六必审》、内部采购办法等规
章制度。严格落实“每周一检查、
每月一通报、每季一分析”制度，
运用交叉检查、“双随机”定位
检查等方式，重点检查局系统上
下班纪律、吃请、公车使用管理、
公务接待、办公效率、干部形象
和节前收受礼品等情况。落实廉
政谈话制度，确保谈出实效。坚
持主体责任定期谈、新提拔中层
干部任前谈、风险苗头提醒谈，
让全体干部时刻绷紧廉洁这根弦，
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强化审计，套上“紧箍”。以
“六必审、六必报”为重点，强化
对二级预算单位、下属国有企业财
务情况的审计监督工作，促进相关
单位加强管理，严守财经纪律，坚
守财务合规底线。突出建设项目审
计，防止工程高估冒算。今年以
来，共对南大河滨水景观带（丹山
路———滨海大道） 工程、丹山路
（南河路———东谷路） 道路工程等
50 个工程项目进行了结算审核，
对史家山隧道口绿化工程、象山河
（东大河———新丰路）整治工程等
49 个工程中期拨付工程款进行审
核，有效防止了建设工程项目高估
冒算行为，发挥了内部审计监督与
服务的功能。实行交叉审计，规范
下属单位经营管理。抽调各单位财
务人员补充审计力量，创新工作机
制，以“六必审”事项为审计重点
开展相互交叉审计，即“资产情况

必审、债权债务情况必审、重点专

项资金使用情况必审、奖金福利发
放情况必审、收费情况必审、三公
经费支出情况必审”。截止 9月底，
已全面审计下属国有企业及基层工
会“六必审”事项，发现问题 13
个，提出审计意见 13条，要求限
期整改到位，定期反馈整改进度，
实现内部审计下属各单位全覆盖、
经营管理各环节全监督、整改落实
各举措全跟踪。

正风督查，实例运用。突出抓
早抓小、动辄则咎，对苗头性问题
或轻微违纪行为早发现、早处置，

治未病初病，防止“小过错”演变
成“大问题”。厚爱严管，初显成
效。动辄则咎，对典型问题进行点
名道姓通报曝光，以强有力的问责
倒逼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有
效激发了党员干部担当精神和干事
创业热情，全局各项中心工作有序
推进。集中推进了一批重点实事工
程，推动了城市环境大整治大提
升，促进了城乡品质大改样大升
级，安居惠民体系更加健全，建筑
市场管理持续规范，行业监管水平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

城乡争优行动深入实施，狠抓
落实“一统筹五提升”攻坚行动，
推进 49个攻坚项目建设，1—9月
份累计动建 36 个项目，完成有效
投资约 45.72 亿元。交叉推进
“168”工程，81 座“桥头跳”问
题桥梁全部完成整治。美丽集镇建
设“快马加鞭”，累计开工项目 72
个，开工率 68.6%，完成投资 4.8
亿元，占比投资总额 59.3%。

深化专项整治，全面开展集镇
区秩序、环境卫生死角、交通标牌
标识等排摸整改，累计清理卫生死
角、乱堆放、乱搭建 2690 处，整
治“道乱占”516个，查处“车乱
停”“车乱开”9476 起，整治低
散乱企业（作坊） 95 家。基础项
目建设扎实推进，1-9月份完成城
建项目投资 7.5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 81.5%，6 项市县民生实事项目
稳步推进。

县住建局推进清廉机关建设：

“文治”教化于内
“武治”动辄则咎

凝心聚力抢建设住建好声音比赛

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住建夜讲堂

微心愿志愿活动

义务植树志愿活动

住建大考堂考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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