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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四抓”锻造干部队伍
仪征认真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

仪征认真落实新时期好干部
标准，通过抓调研明方向、抓源头
优储备、抓培训促提升、抓苗头早
提醒， 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

方向先明， 抓好调研摸底。
制定乡科级领导班子年度调研
方案和《经常性调研工作流程》，
梳排全市29家重点单位开展调
研走访， 其中涉改单位全覆盖，
与 150多名乡科级干部谈心谈

话， 全面掌握班子整体运转、专
业结构 ， 以及班子成员担当作
为、能力绩效、人岗匹配、个人发
展意向等情况，为领导班子专业
化配备和干部优化调整提供明
确的方向。

源头先优， 抓好专业储备。
综合分析全市干部队伍结构 ，
优先招录紧缺型专业人才 ，今
年新招录公务员中金融 、 规划
建设 、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等紧

缺专业人才占比33.3%，同比提
高13个百分点。分层分类建立乡
科级正职 、副职 、专业型后备干
部库， 其中专业型干部达30%。
突出紧缺专业、“双一流”高校毕
业生和研究生学历人员 ， 建立
“90后 ”优秀年轻干部库 ，前移
关口，跟踪培养。

培养先行，抓好能力提升。聚
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生态文
明建设等重点任务，组织238名专

业型干部赴高校院所，举办6个能
力提升培训班。通过细化年度考
核指标 、实施专项预审 ，健全年
轻干部培养机制，今年以来新增
30岁左右及以下乡科级干部 2
人 、中层干部62人 ，其中 “90后 ”
19人。 围绕园镇办深度融合，配
置重用了一批具备专业特长、专
业经历且实绩明显的干部，以岗
位压担锻炼。

以德为先，抓好苗头倾向。坚

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出台了《关于
对乡科级干部进行提醒、 函询和
诫勉的操作办法》，组织开展乡科
级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以
及国家工作人员配偶、 子女移居
国（境）外等专项排查，动态掌握
干部相关情况。 充分发挥干部监
督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作用， 定期
收集信息，及时分析研判，严格结
果运用，今年以来提醒谈话12人、
函询17人。 李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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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玺园社区党总支邀请广陵区委党
校顾俊剑老师为曲江街道各村、 社区纪检干
部及社区党员开展了题为“注重家庭 注重家
教 注重家风”的讲座，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
深受教育。

玺园社区党总支历来重视家风教育，从
年初开始就通过走访党员了解学习需求、思
维碰撞提出初步构思、 支委会充分讨论优化
方案三个步骤谋划全年家风活动， 力求一月
一特色、一季一亮点、一年一提升。社区80名
党员中退休党员有57名， 其余都是在职的年
轻党员，针对这两类人群各自特点，社区创新
实施了分批教育的模式， 即现场教学与网络
互动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党建，让每一
名党员都能接受家风教育，共同提升。

家风教育不只是听个讲座、写个心得、看
个视频，更重要的是入脑入心、学深悟透。社
区将专家送学、先进领学、党员互学这“三学”
有机结合，提升了学习效果。在专家送学时，
社区党总支偏重理论引导， 重点学习老一辈
革命家的优良家风；先进领学，注重挖掘先进
人物讲述自己的家风故事， 鲜活的案例更加
生动；党员互学中，年轻党员与老党员结对，
老党员阅历丰富，退休不退岗，在社区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在家庭教育方面，言传身教，能
够为年轻党员树立榜样。

家风连着民风，民风连着国风。社区党总
支不仅对社区党员干部进行家风教育， 也以
点及面辐射开去， 在社区群众中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由党员带动群众，在整个社区形成
良好氛围，各支部特别注重青少年家风教育，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通过家风征集、家风展
示、青少年家风宣讲等一系列活动，让好的家
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教育性浓、互动
性强、 参与度高的活动也真正让党员群众受
益颇多。 刘君

清廉教育成常态
汤汪乡开展廉政主题教育月系列活动

今年以来， 汤汪乡进一步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主题为“明党纪、学纪
律、正家风”廉政主题教育月系
列活动， 提高全乡广大党员干
部的拒腐防变意识。

在廉政教育月里， 乡党委
精心组织安排了“爱国爱家 竭
忠尽孝 ”、 “相亲相爱 勤俭齐

家 ”、 “向上向善 廉洁方正 ”、
“重文重教 诗礼传家 ”、“共建
共享 和睦邻里 ”、 “知法守法
筑牢党性 ”等主题活动 。近日 ，
汤汪乡党员干部先后参观了市
廉政文化展示馆、 史可法纪念
馆、市家风展示馆、阮元家庙等
廉政教育场所， 认真聆听了扬
州历代先贤、 清官廉臣和普通

百姓的优良家规家训家风故事
讲解， 深刻认识到良好家风对
政风、 行风和社会风气重要影
响，思想上深受触动和启迪。

廉政教育月系列活动搭建
了党员廉政教育新平台， 进一
步营造了以勤政惠民实绩论英
雄、以敬老孝亲和睦家庭、以明
礼贤德教化子女、 以诚信友善
融洽邻里、 以涤风砺德滋润社
会的氛围， 推动形成基层干群
“爱国爱家 、相亲相爱 、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 汤宣

“照相+扫描”立体化研判干部
近年来， 江都区进一步健

全干部综合研判长效机制，不
断提高干部选任精准度。 广角
度采集， 将干部研判贯穿到党
建调研、工作督查、教育培训等
各项工作中，注重多渠道掌握
干部工作实绩。 全方位扫描，
常态化组织多形式调研，并通
过档案专项审核、核查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等方式，全面掌握
干部基本情况。 多维度聚焦，
绘制全区干部结构分析图，着
重对结构功能进行量化研判，
提出针对性培养选拔措施。高
清晰成像，把研判结果作为重
要参考， 适时提出干部调整方
案， 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科学
依据。 夏胜华

推进“阳光征迁”信息系统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全区征收拆

迁档案的规范化管理，近期，广
陵区在文峰街道组织召开 “阳
光征迁”信息系统建设部署会。

与会人员参观了文峰街道
“阳光征迁” 档案管理中心，纸
质档案摆放整齐有序， 电子档
案录入一目了然，查阅方便。区

房管局进行“阳光征迁”信息系
统演示，讲解操作方法。文峰街
道党工委书记简要介绍了试点
建设的经验， 相关单位围绕推
进“阳光征迁”信息系统工作表
态发言。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
征迁档案系统建设，精心组织，
有序开展工作。 纪工委

实训基地建设有特色
吴堡县党政代表团考察仪征技师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仪征·吴堡”
扶贫协作与经济合作， 近日，陕
西省榆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吴
堡县委书记王华率吴堡县党政
代表团一行实地考察了仪征技
师学院。

仪征技师学院院长王志强向
代表团介绍了学院的发展历程、
办学特色、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合
作、中外合作、社会培训等办学情
况， 带领代表团参观了学院的中
德诺浩营销实训基地和工业机器
人实训基地、 汽车运用与维修实

训基地、 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等
国家级高技能实训基地。

吴堡县党政代表团高度评
价了学院的实训基地建设，认为
学院的职业教育特色显著、成效
明显。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仪征
技师学院与陕西榆林职业技术
学院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
原则，签订了“对口合作框架协
议书”，通过深入合作，进一步提
高办学质量， 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共同推进两地职业教育
新发展。 张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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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邗源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进一步强化党员的政治意
识和规矩意识，让廉政意识入脑入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锻造风清气正的党员队伍。 竹纪萱 摄

文化展演 汤汪风韵
近日 ，汤汪乡成功举办 “诗

吟新时代、喝彩大中华”扬州三
湾诗会文化展演活动， 古诗吟
诵 ，歌舞 、清曲 、快板 、民乐演
奏、少儿武术表演、文明有礼二

十四条互动问答、 包粽子达人
竞技等节目内容丰富， 进一步
放大汤汪 “省诗词之乡 ”效应 ，
推广了文明礼仪， 弘扬了传统
文化。 华文 吴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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