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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余旭生
刘湖广） 2019 年是“基层减负年”，也是
机构改革年，更是灌阳县作为区定贫困县的
脱贫摘帽年。今年以来，灌阳县在贯彻落实
中央为基层减负年的决策部署的同时，利用
机构改革契机，将党委政府督查与绩效考评
整合为党委政府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实
行督效合一，通过减少督查检查、增加对基
层工作协调指导、增加对基层的绩效激励，
助力全县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在扶贫督查检查中，灌阳县进行统筹规
范，减少扶贫督促检查次数，明确督查检查
方式与要求，加强督查结果运用，避免多头
督查、重复督查、频繁督查。各专责小组和
成员单位坚持问题为导向，以抽查暗访为
主，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不打招呼、
不设定路线，进村入户与基层干部、群众面
对面了解情况，不定期对重点乡镇、村和重
点工作开展实地暗访，重点围绕落实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年度脱贫计划措

施实施和完成情况、贫困村“十一有一低
于”指标完成情况、建档立卡贫困户“八
有一超”、产业扶贫和集体经济发展情
况、党建扶贫情况、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
情况、帮扶联系人“一帮一联”责任落实
情况和工作队驻村履职情况、贫困人口动
态调整、“广西扶贫 APP ”工作推进情
况、“一户一册一卡”工作情况、扶贫档
案管理及其它脱贫攻坚工作落实情况等进
行协调指导，推动政策措施落地，督促问

题整改。
同时，增加对基层的绩效奖励激励，

把扶贫列为单项考核，对扶贫工作付出重
大作用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不同的相应绩效
奖励，有效激励了全县扶贫工作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

灌阳县通过“一减二增、化督为
导”，加大绩效激励，切实为基层减负松
绑，树立良好导向，激励干部担当敢干，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本报讯（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李振杰
周世通）今年是“基层减负年”，恭城瑶族
自治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结合主题教育，在规范检查减文控会上取得
实效。

2019 年以来，恭城瑶族自治县坚持发

文确有必要和少而精的原则，对发文总量、
发文情形、议事协调机构、会议规格等进行
规范，今年以来，该县“恭发”和“恭办”
文件同比减少 22 . 7％ ，县直各部门各单位
下发文件同比减少 34％ 以上，各类议事协
调机构同比减少 13％ 。通过严格执行会议
审批程序，严控会议数量，坚持“无会日”

制度， 2019 年以来，该县全县性会议同
比减少 35％ 以上。

同时，该县制定《 2019 年县委县政
府重大督查计划》，明确县直各部门的督
查职责和任务，对全县督查检查考核进行
规范，实行督促检查报批制度，严格控制
督查检查总量。 2019 年该县督查检查考

核事项 52 项，同比减少 59％ 。在此基
础上，该县改进年终绩效考评方式，创新
制定“月结季评、按季核算”日常绩效考
评体系，突出日常监管，提倡实干实绩，
重结果轻痕迹，切实减少对各乡镇各单位
台账资料的考核检查，切实为基层减轻负
担。

本报讯（通讯员黄贞）为进一步加强党员
干部廉政教育，切实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和廉洁
自律能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11
月 28 日，平乐农合行召开 2019 年下半年廉
洁教育大会，平乐农合行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

正副职共计 70余人参加此次廉洁教育大会。
此次廉洁教育特邀平乐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预防宣传教室主任龚金水为该行党员干部
授课。龚金水从当前反腐形势、职务犯罪的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金融系统产生职务犯罪

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四
个方面进行分析，结合大量反面典型案
例，给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触及灵
魂的廉洁教育课。

平乐农合行纪委书记莫军强调，廉洁

犹如登高，越往上越神清气爽;贪婪犹如
陷阱，越往下越难以自拔。他希望与会人
员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都能做到清清白
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廉洁从业，严于
律己，远离贪腐和职务犯罪。

本报讯（通讯员阳兆灵）“同学们，现
在我手里有一张真币，有一张假币，大家感
受一下，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同
学们，你们知道 2019 年版人民币是哪天发
行的吗？都有哪些面额？”……明亮的教室
里正在进行着一堂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普及
课。为普及假币鉴别方法，增强广大师生防

范假币意识，营造爱护人民币的良好氛围，
近日，龙胜农商行组织工作人员主动走出
去，送金融知识进校园、进教室，为在学校
的师生们普及人民币防伪知识。课堂上，龙
胜农商行工作人员与老师、同学们面对面地
互动和交流，通过发放宣传单、实物展示等
方式，向师生介绍了人民币相关知识以及真

伪鉴别方法，使在校师生对 2015 版及
2019 版第五套人民币各种钞面的特征认
识更清晰，对各版别人民币的防伪特征识
别更明确，对票币兑换、不宜流通人民币
及反洗钱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受到广
大师生的高度好评，同时带动了广大师生
对“拒绝假币从我做起”的积极性。

本次送金融知识进校园、进教室宣传
活动，龙胜农商行共发放《普及新版人民
币，维护消费者权益》、《不宜流通人民币纸
币、硬币》行业标准及《 2019 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宣传手册》等系列反假币宣传册
300 余份、反洗钱宣传册 300 余份，现场
普及金融知识、反洗钱知识 500 余人次。

平乐农合行召开 2019 年下半年廉洁教育大会

金融服务进校园 反假宣传育新苗

龙胜农商行送金融知识进校园

一减二增 化督为导

灌阳县：为基层减负松绑助力脱贫攻坚

恭城：减文控会规范检查 切实为基层减负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金莎）一直以来，叠彩区以党
建为引领，深化“党群共联、活动共建、资源共享”，精准帮
扶走实走深。

叠彩区机关 18 个党支部与定点帮扶阳朔县杨堤乡唐家村
及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镇椅子村、东面村共 41 户贫困户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激发支部堡垒效能，创新思路，用“产业
扶贫”“技术扶贫”打通扶贫新渠道。其中：叠彩区政府一支
部为结对贫困户送去价值近 1 万元的鸡苗，让扶贫产业精准
“落户”；区政府二支部看准市场，积极协助贫困户购买猪
苗，延请专家指导培训技术，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产业，增强贫
困户自身“造血功能”。

与此同时，叠彩区还充分依托驻村第一书记积极推动大党
建引领大扶贫，与广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党总
支建立长期深度共建关系，今年 11 月为帮扶的椅子村争取到
8000 元帮扶资金用于该村运输道路修建，筑牢“扶贫产业
路”；同时与广西瑞凌建筑恭城公司、力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桂林广佰汇超市、桂林国丰食品等多家企业党组织联系
共筹集社会帮扶捐款 17000 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让村民实
实在在享受到社会帮扶的福利。

叠彩区党建引领

精准帮扶走实走深

本报讯 为了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日前，金河社
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和相关环卫企业的环卫工人，来到辖
区桂林火车北站、汽车客运北站等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主
题党日活动。在活动中，党员志愿者和环卫工人们分别对两地
的路面、绿化带的烟头、杂草杂物进行清理，并清扫了卫生死
角的垃圾。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素雯）

■榕城短波

本报讯 日前， 2019 年桂林市心力衰竭与心脏性猝死防
治新进展培训班在碧玉大酒店开班。本次培训班由桂林医学
会、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联合主办，旨在加强我市心血
管内科医务工作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心血管内科基层医务
工作者对心力衰竭和心脏性猝死等危险疾病的认识和诊治水
平，促进桂林心血管病学的发展。据悉，本次培训班邀请了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等国内知名医院专
家到会授课。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金河社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桂林市心力衰竭与心脏性猝死

防治新进展培训班开班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桂林市进一步改善和保障民生，切实帮助贫困户解决居住问
题，让贫困户的“忧心房”变为“舒心房”。图为近日灵川县大境瑶族乡右江村贫困户贺良满
获危房改造修缮补助后，在对危房进行修缮。 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廖梓杰 摄

▲ 12 日 2 日，在龙胜各族自治县瓢里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在为贫困
户现场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卡。连日来，龙胜各族自治县组织工作队下沉
至该县 10 个乡镇，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集中认定和现场办理门诊特殊慢
性病卡，共为全县 1808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卡。

通讯员吴倩茜 摄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李育全 郑长贤）记者从桂林
火车站获悉，从 10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桂林火
车站、铁路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将持续联合开展高铁环境安全
综合治理行动，维护铁路安全稳定。

据了解，自 2013 年底桂林开通高铁以来，形成了“一市
九站两高铁”的发达高铁交通格局，大大提升了国际旅游名城
桂林的可进入性。但高铁沿线安全环境面临着一些问题，如非
法占用铁路用地、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烧荒、放养牲畜、
种植或向铁路沿线安全保护区排污、倾倒垃圾等问题突出，影
响铁路特别是高铁运行安全。

11 月初，桂林火车站、桂林高铁工务段、桂林工务段三
方联动，由党政正职牵头，带领 18 支高铁安全“排雷队”，
依法依规对恭城站至三江南站区间、桂林北站至桂林站区间等
外部空间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初步发现隐患 685 处，存
在的障碍物主要是弃土、轻飘物、彩钢瓦、侵线树木、违章建
筑等，特别是市区内高铁沿线（桂林北至桂林站区间），彩钢
瓦、广告牌等轻飘物问题比较突出。

桂林火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11 月 20 日前，全面完成
高铁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外部环境安全隐患清理整治工作，消灭
安保区范围内外部环境安全隐患； 2020 年 1 月 10 日前，彻
底整治高铁沿线影响铁路安全的外部环境突出隐患，切实对高
铁沿线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风险实施有效管控。

桂林铁路开展高铁环境

安全综合治理行动

11 月 28 日，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督导专员、党
支部书记胡琳主持召开专题分析研判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学
院 2019 年第四季度工作和校园安全稳定及意识形态工作。

近段时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对校园安
全稳定及意识形态工作给予高度关注，先后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相关工作，并以考核督查、现场检查、明察暗访等方
式，对高校校园安全稳定及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排查督
导。

当天的专题会上，胡琳书记对近期学院安全隐患排查整
改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梳理和点评，就近段时间校园意识
形态、网络舆情、食品卫生安全、学生教育管理、学生社团
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研判。胡琳书记再次
组织传达了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要求对各部门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研究，提出整改工作方案并加强督
查。

胡琳书记指出，当前校园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依
然严峻，各级各部门和全体教职工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暨安全
稳定工作。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使命担当，增
强忧患意识，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二是要认清形势，全面落实上级和学院关于做好校园稳
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要坚持早发现、早处置问
题，把相关工作始终贯穿到教育教学各方面。三是要主动担
当作为，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强化责任
意识和担当精神，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做好安全风险点的排
查防控，杜绝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四是要狠抓落实，确保安
全稳定和意识形态工作落地见效，重点做好师生思想教育、
学生创业就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生防诈骗、防网贷、
防传销等工作，加强薄弱环节、关键区域、重点时段的安全
管理，采取措施强化校门管理、学生公寓出入管理，加强值
班值守、联防联动。

胡琳书记就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
是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安全意识，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
落实工作职责。二是突出工作重点，增强防范意识。重点
部门重点抓，做好安全排查。三是明确工作职责，增强担
当意识。主动作为，加强沟通协作，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李旭斌 文/摄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专题分析部署校园安全稳定及意识形态工作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专题分析部署校园安全稳定及意识形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