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初心、肩负使命，不仅是理论，更
是实践。

永定区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
地开展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与履职尽
责、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任务和当前正在做
的事情结合起来。

沉下去搞调研，打开门听建议。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对照“清堵

点、解难点、出亮点”专项行动和8个专项
整治问题，该区梳理出 5 大遗留问题、11
个重点项目问题和13个民生实事问题，区
委常委成员和处级干部共确定39个调研
课题并形成方案。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下
基层、走一线、进部门，到困难多、矛盾多
的地方找问题，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
建议，认真检视问题、深刻剖析问题。主
题教育期间，区委常委班子共开展实地调
研130多次，与群众座谈400多户次，动态
检视各类问题192个，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问题233个，全区专项整治共查摆重点
问题205条。

“找准问题后，逐项列清单，交出明白
账。”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王磊介

绍，该区坚持问题不隐瞒、不回
避、不护短、不遮掩的原

则，通过清单式挂账督办、标尺式严整立
改、倒查式跟踪问效等方式，建立问题“大
清单”和“整改清单”，逐一进行了检视分
析，分类制订了推进计划，明确努力方向
和改进措施，实施挂图作战，对账销号。

目前，区委常委班子已整改问题110
个，对照党章党规整改 44 个，8 个专项整
治查摆的问题已整改到位 201 条，完成
98%。

同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按照“情况

清、症结清、措施清”要求，区级领导形成
高质量的调研报告35篇，区直单位和乡镇
街道共形成调研报告150多篇，并力求调
研成果转化运用。

永定区纪委创新推出“天门清风”微
信群，按照“区级统筹，乡镇主责，村居主
体”的原则，通过区、乡、村分级建群的模
式，组织村(居)民加入，使党员干部群众成
为“微信好友”。全区 24 个乡镇（街道）
258 个村（社区）共建立 328 个微信群，进
群群众达5.5万余人。

三家馆乡推行“四抓四准四务实，为
民服务显担当”活动，通过抓学习、抓工
作、抓服务、抓作风夯实基础教育，坚守担
好岗位职责、服从组织决定、回应群众期
盼、积极献言献策“四个准则”，普通党员、
村支两委、一般干部、班子成员“四类人
员”带头做实义务巡逻、化解矛盾纠纷、村
集体经济增长等“八件实事”，信访量下降
60% ，实 现 了 从 后 进 到 前 列 的 华 丽 转
身。

龚家垴村党支部书记贵长青对全村
百姓承诺“没有水喝找我、没有饭吃找我、
没有钱治病找我、没有钱上学找我、产业
发展遇到困难找我”的“五个来找我”，让
群众的问题不出门就得到解决。

澧水河畔铸忠诚
——张家界市永定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纪实

田育才 田贵学 郑龙腾

一个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

才能永立时代潮头。

一个勇于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政党，

才能永葆先锋本色。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的根本动力。”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犹如出征的号令，拉开主题

教育的大幕，全党上下立即行动起来。

今年9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

省着手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张家界市永定区深刻领会，迅

速推进，聚焦主题主线，把握根本任务，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弘扬赶考精神、交出优异答卷。”永定

区委书记祝云武介绍，全区上下高站位抓

好学习教育，高标准抓好调查研究，高要求

抓好检视问题，高质量抓好整改落实，推动

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在天门山下，形成了干事创业的发展态势，

奏响了振奋人心的追梦乐章；在澧水河畔，

澎湃着凝心聚力的深厚力量，诠释着对党

忠诚的使命担当。

革命烈士陵园里，英魂长眠；湘鄂川黔纪念
馆，初心依旧。

9 月 9 日，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法栋带领区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先后
来到张家界烈士陵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瞻仰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追忆红色
故事，以此作为全区开展主题教育的第一课。

在张家界革命烈士陵园里，他们向红军长
征出发地纪念碑敬献花篮后，举起右手，重温入
党誓词，铿锵誓言，久久回荡。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他们聆
听《一家八口同长征》《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
地》红色故事，接受洗礼、焕发力量。

从坚持信仰开始，从思想建设抓起。永定
区多措并举掀起学习教育高潮，以理论滋养初
心、引领使命。

区委常委7次动态更新学习清单，从最初的
17 种书目增至现在的 27 种，设立 10 个学习专
题，3天集中学习，3次专题研讨，40多次专题辅
导报告，推动学习贯彻伟大思想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

面对工学矛盾，区委宣传部创新开展周一
“夜学”模式，推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
在全区推广落实每周一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每月一次中心学习、每月一次
业务交流、每周由一名干部值守
学习情况、每周一夜学的“五个
一”学习工程，让学习效率最大
化。

学习成为习惯才能积厚
行远。“学习强国”APP 广受
党员干部青睐，起床听时政，
途中看文章，轻松一刻有快闪，
睡前享受短视频……上强国、
晒积分、比学习成为党员干部新
时尚。

“用‘学习强国’进行学习，天天
有进步；在‘学习强国’发表文章，次次
是激励。”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鲁帮福深
有感触。借助“学习强国”平台，该区已有
20025人下载使用，下载率达92.27%。

同时，该区将理论宣讲、红色故事和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文艺节目有机整
合，打造一台集讲故事、阳戏表演、红歌展演、
典型宣讲、理论宣讲、现场抢答等多种形
式于一体的主题宣讲节目，开展进社
区、进小区、进景区、进村居、进机关、
进集市、进广场“七进”大宣讲，实
行宣讲全覆盖。

“这样的宣讲就是好，看得
很过瘾。”在南庄坪街道机场
社区，年过六旬的老党员罗秀
奇在家门口听完《一家八口
同长征》红色革命故事后，感
慨地说。

“以前是在纪念馆讲解
革命故事，如今在百姓家门
口讲革命故事。”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纪念馆党支部书记、
馆长黄爱静介绍，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他们把
宣讲搬进社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忆初
心、守初心、践初心。目前，共开展宣讲
33场次，受益群众达5万人次，既激励党员
又凝聚群众。

抓落实、求实效，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一以贯之的理念行动，也是
衡量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尺。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
目标，再美的蓝图，也只是镜中
花、水中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大力实施“旅游带动、绿色崛

起”战略，离不开全区上下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

这次主题教育，永定区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着力解决发展中
的深层次问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

展。着力把党员干部激发出的干事热情

和进取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以“三亮三带”诠释干部干事创业敢
担当。党员干部敢亮身份、亮承诺、亮作
为，在主题教育中带头学习提高创业干
事本领、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变“要我干事”为“我要干事”。

干事创业热情，推动永定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9月，全区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 7.5%，接待游客 1940.52
万人次，实现收入270.3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主要经济指标继续
领跑张家界。

以“四联四帮”体现为民办事解难
题。推行党员联系建档立卡户帮助解决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助力脱贫攻坚；
党员联系重点、弱势群体，帮助解决一些
热点难点问题；党员联系致富带头人，帮
助研究解决乡村振兴更好落地生效；党
员联系重点工程，帮助解决项目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目前，全区化解各类遗留问题2000
多起，对540多名空巢老人和3500多名
留守儿童进行了慰问，维护了社会稳定；

全区360多名致富带头人，带动3191户

建档立卡户以及6000多名群众就业，脱

贫攻坚成果更巩固。

该区还把主题教育与为民服务紧密

结合，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着眼增进民生
福祉，从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入手，扎实做好人民期待的民生工程，
不仅让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也使党员干部进一步
树牢了群众观点、强化了宗旨意识。

扎实开展“清堵点、破难点、出亮点”
集中攻坚行动，处理了天门山茅岩河自
然保护区遥感监测及土木溪移民建房等
一批遗留问题，推进了教温公路、七星山
旅游开发等一批重大项目和全区征地拆
迁的进度，办好了扶贫领域建设工程款
支付、农村垃圾治理、小水电站关闭退出
等一批民生实事。

推行在小区成立党支部，探索实行
党员“双重管理、双向服务”，要求机关与
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积极
参与社区(小区)建设、服务居民群众。目
前，该区建立93个小区党支部，1.4万余
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认领服务岗位，
组建志愿服务队 560 支，结成帮扶对子
2460 个。全区各小区选聘党员义务巡
逻员、义务调解员等各类义务志愿者共
2758名，先后梳理治理清单3000余条，
开展便民服务活动1887人次。

为了保障群众利益，该区围绕扶贫
领域腐败问题，开展退耕还林补贴资金
和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清理，发现问题
线索 187 条，涉及乡镇（街道）20 个，村

（居）111 个，涉案人员 538 人，其中 298
人主动上缴违规领取补偿资金 404 万
元。对敢动扶贫奶酪者实行“零容忍”，
共处理 134 人次，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6
人，退还资金45.5万元。

“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老百姓
反映的问题再难也要解决，老百姓提出
的意见再尖锐也要接受，要用为民服务
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一个
个问题的整改落实，党员和群众之间走
得更勤，贴得更近。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随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推进，永
定区党员干部将进一步认真检视自身在
思想政治、业务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和差距，在学习教育上再“用
心”、在调查研究上再“用智”、在检视问
题上再“用功”、在整改落实上再“用力”，
努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学习，让思想入脑入心
调研，让问题无所遁行

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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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慰问
演出。田贵学 摄

就业基地建到家门口。
田贵学 摄

▲

▲

▲

主题教育
宣讲。

田贵学 摄

永定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学员参观廉政警示
教育基地。 谢丽琼 摄

永定城区一角。
朱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