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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涵菓） 清明时节，追思
悠悠；不忘历史，再续华
章。4 月 2 日，我区“守
护·2021清明祭英烈”活
动在重钢护厂烈士陵园
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陈中举，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颜裕杰，区政
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
长刘正光，区政协副主席
刘安东，区人武部政委吴
若嵩参加祭扫活动，缅怀
英烈功勋，弘扬革命传
统，凝心聚力奋斗。

重钢护厂烈士陵园绿
树环绕，松柏满园，庄严肃
穆。上午10点，祭扫活动
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声
在烈士陵园上空回荡。随
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
切缅怀革命英烈的不朽功
绩，寄托哀思之情，告慰革
命先烈。默哀毕，在婉转
深情的《献花曲》中，全体
人员依次走向烈士墓，鞠
躬行礼，敬献鲜花，向革命
英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各镇街代表等参加本次祭
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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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文琰） 清明时
节，翠柏凝思，缅怀英烈功勋，弘扬革
命传统，凝心聚力奋斗，4月2日，区委
统战部在重钢护厂烈士陵园举行全区
统一战线清明祭英烈暨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缅怀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包括
民盟盟员胥良在内的 19名护厂烈士
英雄事迹，回顾了九三学社社员、建国
后重钢首任专家型厂长王怀琛与重钢

员工力挽危局、舍身忘我的护厂事
迹。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涛和各
民主党派区委专职副主委等参加祭扫
活动。

重钢护厂烈士陵园松柏青翠，现场
气氛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
之后，伴着《献花曲》依次向烈士敬献鲜
花，深切缅怀烈士，寄托无限哀思。民
盟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重钢护厂烈

士事迹。
参加祭扫活动的统战人士表示，要

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做到学习党史、铭
记历史，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干净、
担当”，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把握统战工
作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跨越发展中不断凝心聚力，奋
力谱写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篇章，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张涵菓） 一个个
精彩节目，不仅引发一阵又一阵欢笑声、
鼓掌声，更把反邪教知识潜移默化地植
入到群众心间。3月29日下午，2021年
大渡口区防范邪教宣传教育活动在八桥
镇常嘉社区文化广场举行。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孟德华出席活动。

此次宣传以“崇尚科学·远离病毒·
防范邪教”为主题，通过文艺表演与现场
宣传相结合的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将防范邪教宣传深深扎根在观众心中。

台上，诗朗诵、歌舞、乐器合奏……
通过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
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邪教反人类、反科
学、反社会的本质，以及邪教对社会、对
家庭造成的严重危害和影响，赢得台下
观众阵阵掌声。

台下，活动主办方设置宣传展台，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品等，教育群
众如何有效识别及防范邪教，并鼓励居
民积极发现邪教，勇于揭发举报，动员
亲朋好友共同抵制邪教，进一步提高群

众防范和抵御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切实
维护辖区安全稳定。

据悉，我区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市
委政法委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反邪
教宣传教育进乡村、进社区、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家庭等工作，促进相关
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进一步夯
实反邪教基层基础，厚积反邪教土壤。

本次活动由区委政法委、区科协、
区反邪教协会、区法学会主办，八桥镇
承办。

学党史祭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
区委统战部举行全区统一战线清明祭英烈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文艺汇演进社区 宣传反邪教知识
2021年大渡口区防范邪教宣传教育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玲美）
4月6日，我区开展国家卫生区复
审培训会，邀请国家卫生城镇创
建暗访、技术评估、资料评审专家
进行授课。副区长毛伟出席会
议，区级有关部、委、镇街分管领
导及相关责任人，重点部门、学

校、医疗卫生机构、村社区等相关
责任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授课专家为大家
详细解读了国家卫生区创建标准
及暗访主要内容和要求，语言通
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具有较强
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今天的培训

切合基层工作实际，为我们进一
步掌握国家标准，明确各种岗位
职责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受益匪
浅。”参训人员说道。

据悉，我区于2015年被正式
命名为国家卫生区，2017年我区
以高分通过了第一次国家卫生区

复审，目前即将迎来第二次复
审。4月，市爱卫办将对我区组
织一次复查，复查通过后，由市爱
卫办将复查意见报全国爱卫会办
公室，全国爱卫会办公室组织专
家复审，方式以暗访为主。根据
复审结果，全国爱卫会对符合标

准的城市予以重新确认。
据悉，本次培训会议的主要目

的是确保各相关单位进一步掌握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明确弱项短
板，精心组织，全面迎接国家专家组
的检查验收，更加快速有效地推进
国卫复审工作，确保一举通过复审。

以巡察整改推动基层工作提质增效
新山村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娟

巡察意见反馈后，我认真履
行巡察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带
领班子成员和全体干部职工，聚
焦问题举一反三，真抓实干，推
动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反馈
问题均已整改完成。

提高政治站位，认
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组织领导到位。巡察反馈
会当天，我立即组织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动员部署整改工作。
第一时间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
街道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形
成我亲自抓、分管领导分别抓、
科室和社区具体承办的齐抓共
管工作格局，确保了巡察整改工
作统筹有力开展。

细化措施到位。围绕巡察
组向街道党工委和被巡察社区

党组织反馈意见，街道党工委会
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制定了
街道巡察整改方案和被巡察社
区巡察整改方案，提出针对性的
整改措施189条，形成“三个清
单”挂单式推进。

跟踪督查到位。组织召开
了巡察整改工作推进会，对未整
改完成的问题进行再次研究，带
头多次深入被巡察社区督查巡
察整改情况，确保了问题整改有
效推进。

严格对标对表，求
真务实狠抓问题整改落
实

对标巡察整改方案的“时间
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我牵
头抓总，实施“清单化”管理，一
件一件抓整改、一项一项抓落
实。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雷同、
社区值班加班补贴发放不规范
等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立行立
改并抓好巩固落实；对执行党风

廉政责任制不严格等需要持续
改进的问题，建立长效整改机
制。

目前，巡察组向街道党工委
和被巡察社区党组织反馈的63
个问题已全部整改，清退社区工
作人员重复领取的加班补贴
1000元。

以巡察整改为契
机，推动各项工作提质
增效

夯实了基层党建基础。进
一步严肃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认
真落实民主评议的制度和程序，
规范党费减免工作。以社区“两
委”换届为契机，提拔社区书记1
人，调整社区书记主任5人，全
部实现书记主任“一肩挑”，选优
配强班子队伍。全面打造“家和
沪汉·共圆梦想”共同体建设，推
动形成了基层社区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得到居民
群众的高度认可，沪汉社区民调

工作同比提升13名。
提升了为民服务水平。针

对联系服务群众不深入问题，
坚持以上率下，带头到各社区
网格开展入户走访宣传工作，
发放精心定制彰显区域特色服
务的精美手绘台历1.8万份，投
入40余万元办理了锁口丘和钢
花社区背街小巷路面整治、翠
园社区环卫垃圾中转站改造等
民生实事30余件。认真落实街
道“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关
心慰问困难党员群众700余人
次。

转变了干部工作作风。制
定社区党委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责任清单，组织7个社区开展廉
政风险排查，梳理风险点24个，
制定相应风险防范措施36条。
组织召开“以案四说”“以案四
改”警示教育会，修订完善社区
财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
办法等内控制度，强化日常教
育监督，基层干部作风进一步
转变。

我区开展国家卫生区复审培训会
全面迎接国家专家组检查验收

抓整改记记记记书书书书
本报讯 （记者 胡肖艺）

近日，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伍
星以《重温党史育忠魂，担当作
为铸铁军，奋力推动新时代法院
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全院
干警讲授专题党课。

专题党课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重
要指示精神为中心，结合法院工
作实际，从深刻认识不同历史时
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深刻
领会开展党史教育和队伍教育
整顿重要背景和重大意义；深刻
把握如何建设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的法院队伍三个方
面，进行了深度剖析和讲解。

伍星说，要在党史学习教育
和队伍教育整顿中，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提升
司法服务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区法院队伍教育整顿

专题党课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