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紧围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牢牢把握“为民务实清廉”

主题，坚决反对“四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成都圆满完成两批次教育

实践活动，形成了一批富有成都特色、具有推广价值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

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成都

将以活动总结为新的起点，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

制，贯彻“三严三实”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

价值追求。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一旦放松，

容易反弹。制度则带有全局性、稳定性，管根本、

管长远。制度建设是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的根本保障。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成都制发

了《关于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关

于认真贯彻“三严三实”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员干

部教育管理监督的意见》《关于在全市推行“三视

三问”群众工作法的通知》《关于深入开展密切联

系群众“五进”活动的通知》《关于治理“文山会

海”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公务用车配置经费

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管

理办法》和《成都市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十项

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并及时对民主集中制、

党风廉政、干部考核评价、群众权益维护等方面制

度进行了完善强化， 让领导干部树立为民务实清

廉的价值追求。以制度的刚性，确保了反对“四

风”、转变作风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

针对教育实践活动直接指向的作风问题，成

都从基层反映强烈的“文山会海”入手，创新制

度，严格实行会议和文件限额管理，设立“无会

周”和“调研周”。减少“文山会海”的有效措施

办法固化下来后， 党员干部腾出更多时间下基

层、搞调研、抓落实，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

解难，做更多实事。

针对“会所中的歪风”，成都从实制定专项

治理方案，建立纪检、工商、规划、林园等11个部

门联动机制，分类清理公共资源中实行会员制的

会所、只对少数人开放的场所、违规租用经营的

场所，确保一个不漏、全面覆盖。整治“会所中的

歪风”动真格、见真章，坚持一个不漏、分类清理，

从严执纪、狠刹歪风，加强监管、防止反弹，达到

了正本清源的整治效果。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常态化意味着作风建

设不是一阵风，而是持久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的特点，树立长期

抓、抓长期，经常抓、抓经常的思想，建立健全抓

作风建设的长效制度，形成教育、制度、监督、惩

处并重的长效机制， 保持在抓作风建设的路上

“斗志昂扬”。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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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教育实践活动回眸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转变干部作风，

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首先要提高干

部的思想认识， 而正确的思想观念需要

依靠学习教育来实现。

事实上， 学习教育也是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一任务。

起步，从学习开始。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成都牢牢把握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促

使全市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

众观，从根源上消除“四风”。

集中组织专题学习讨论。采取一把手

“领学”、考试“促学”、夜校“补学”等方

式，原原本本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市委重

要文件、领导讲话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广泛开展“群众路线

怎么走”、“改进作风怎么办”、“五好干

部怎么做”和“当前形势怎么看”、“对标

先进怎么办”、“五个结合怎么干” 等专

题讨论。 市委中心组先后8次组织专题学

习， 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理论宣讲14748

场，领导干部作辅导报告4672场。

分类开展典型案例教育。 全面开展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对标照镜”活动，

组织党员干部集体聆听兰辉等先进事迹

报告，观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焦裕

禄》等影片；从不同类型基层党员干部

中， 挑选出11名践行群众路线的先进代

表，组成全市“身边典型报告团”，开展

巡回宣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对标照镜，

深学、细照、笃行。市、区（市）县两级共

开展先进典型教育6722场，38万余名党

员干部参与；发掘树立身边典型2718个，

组织“身边人讲身边事”6649场。同时，

深入开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 编发警示

教育读本近70万套， 组织31万多人次观

看警示片、参观警示基地。

“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在思想上除

了尘、醒了神、补了钙，进一步坚定了理

想信念和政治定力，增强了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 自觉在大局下想问

题、做工作。党员干部普遍反映，通过教

育实践活动，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

主义群众观教育洗礼， 经历了一次最严

格的党内生活锻炼。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即将结束， 但是党员干部自身的学习

教育却永远都没有结束。”采访中，不少

党员干部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在面临

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

境“四大考验”，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

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的

严峻形势下， 应不断强化对干部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作风养成教育， 使之成为干

部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行动。

如何使学习教育常态化？ 要坚持集

中教育和日常教育相结合， 针对干部作

风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开展教

育，推动作风教育的经常化、制度化、规

范化；要把“三严三实”作为一面镜子，

经常照一照，看看是不是达标合格，是不

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不

是为民用权、依法依规用权；要以教育促

进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的不断提

高，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严严实实将作风

建设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 “严以修身 、严以用

权 、严以律己 ，谋事要

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

实 ”的要求 ，既是作风

指引， 也是工作遵循，

必须落实到改革发展

稳定的各个领域、各个

环节、各个方面。

成都两批次教育

实践活动走向尾声，并

结成了良性的实践成

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

果。但作风问题还具有

顽固性 。 整治作风问

题，既没有一粒见效的

“速效药”，也没有一战

永逸的“决胜招”，关键

是要抓反复、 反复抓，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教育实践活动有

期限，加强作风建设无

尽期。只要坚持作风建

设长效化常态化机制，

照着现有的逻辑链条

抓下去，不仅可以推动

解决当前的热点难点

问题 ， 还可以正本清

源、利及全局和长远。

贯彻“三严三实” 长效化常态化

成都确保在抓作风建设的路上“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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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作风建设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增进

党与人民群众感情的本质要求。 来自"人民、植

根人民、 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双流县积

极回应群众诉求， 把转作风与创新服务有机融

合，搭建“一号通”24小时服务平台，破解联系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信息不畅问题。

找工作没门路，电话求助，好工作送上门；道

路坑洼无人管，反映之后立刻来修补；政策法规

不明白，来电咨询，一清二楚讲明白……双流县

“一号通”24小时服务平台开通三个多月以来，已

受理群众咨询、投诉和建议近15000件，真正成为

服务群众的好平台、好桥梁。

服务群众，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

都采取多种方式， 加强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集中开展“部门联系一个乡镇、领导干部联系一

户受灾群众、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三个一”活

动，把抗震救灾、防汛减灾、推动发展、改善民生

等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战场、练兵场和考场。

常态化开展党员干部进农村、进社区、进企

业、进学校、进窗口“五进”活动，推行机关党组

织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搭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强化群众观点、践行群

众路线的经常性平台。

深化“走基层”活动。把开展“走基层”活动

作为贯穿始终的重要载体，通过走访基层、倾听

民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回应民意，

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全市2700多名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3300多

件信访问题，6.5万多名党员干部走访群众308.3

万余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6.8万余条，与60.4万

多名群众结成34.4万多个帮扶对子。

郫县对摸排出来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

“把脉会诊”，并细化整顿方案，分阶段明确整顿

任务和完成时限， 选派首批18名熟悉基层党建工

作、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兼任部分软弱涣散党组织

“第一书记”或党建指导员，安排民政、财政、国

土、规划、交通等县级职能部门对口帮扶各软弱涣

散党组织，帮助转化提高。

温江区从农发、商务、国有公司等先后下派

144名干部驻村抓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 产业发

展，公开选聘445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村（社区）

担任助理。采取专家授课、专题讲座、外出考察等

多种方式，加强对村（社区）干部市场经济、产业

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知识培训，促进思想观念

和工作方式转变， 提高发展集体经济和带富能

力，增强农村发展后劲。

基层的实践告诉我们， 要将解决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问题作为重点，进一步落实举措、

完善制度，从服务体系、干部队伍、态度方法、基

础保障等方面着眼着力， 促进党员干部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着力了解社情民意，破解发展难

题，帮助脱贫致富，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工

作，把作风建设真正贯彻到“末梢神经”，使活动

成果广泛惠及普通群众。

加强学习教育常态化

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定力

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

作风建设贯彻到“末梢神经”

完善制度建设常态化

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

自去年10月到龙泉驿区龙安社区

参加工作，廖新燕在龙安社区居委会主

任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

廖新燕给居民打水井、建广场，办了不

少实事。虽然只有33岁，但一提起廖新

燕，居民刘家玉第一个竖起大拇指。

社区拿11万，为居民打口深水井

刘家玉是社区20组的居民， 这个组

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 被一家经开区企

业、 一家汽车企业职工宿舍和消防队把

只有20多户居民的20组给围了起来。开

始，刘家玉也没觉得有啥不方便，后来就

觉得不对劲了。

5月底，刘家玉在家做饭，突然发现家

里的压水井水流越来越小， 最后不出水

了。没办法，刘家玉给廖新燕拨通了电话。

15分钟后，廖新燕带着人赶到现场，

对包括刘家玉在内的20多户居民的饮用

水进行了调查。 由于周围企业等项目不

断增多，导致用水量加大，而像刘家玉等

居民用的这种压水井因为井深不够，导

致用水越来越困难。

回去后， 廖新燕急忙跟社区党支部

和居委会商量， 最终决定由社区拿出11

万元， 给20组及附近的21组总计40户居

民打一口深井。买材料、定位置、组织人

力，深井项目立即启动了。

水管铺到家，喝水不用愁了

6月中旬，廖新燕又接到刘家玉的电

话。“廖主任，我现在在进20组道路边的

绿化带上，跟绿化工人吵起来了，他们不

让我走，你过来一下嘛！”

廖新燕赶忙奔到现场。原来，这几天

刘家玉嫌家里水流太小，她看旁边绿化带

里有水龙头， 干脆就从绿化带上取水。看

到刘家玉天天取水， 绿化工人不同意了，

说了刘家玉几句，结果两人就吵了起来。

平息了纠纷， 廖新燕把刘家玉带到

家，给老人做了半天工作，建议老人到居

民刘家春那里去取水。可老太太还是有苦

衷：“我岁数大了， 刘家春家离我这有点

远，拎不动哦！”廖新燕又找到刘家春，请

刘家春每天帮刘家玉拎桶水。刘家春爽快

地答应了，廖新燕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了

地。现在，180米深的水井已经打好，输水

管也铺到了各家各户，刘家玉只需要轻轻

转一下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

李杰超 彭体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茛

深水井打好了

多亏了社区廖主任

龙泉驿区龙安社区居委会主

任廖新燕践行群众路线获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