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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 版）一是在实现各类监督贯
通上再深化。要积极探索以纪律监督、
监察监督、巡察监督、派驻监督“四个监
督”贯通的“大监督”工作理念，明确各
个监督之间信息共享的范围、形式和互
通共用的工作程序，强化监督工作的衔
接接续，逐步建立更加科学、更加严密、
更加有效的监督体系。二是在增强基

层监督实效上再深化。要进一步优化
纪检监察联络站的职能建设，规范工作
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建立考核制度、强
化宣传引导，充分发挥社区纪检监察联
络站的效能。三是在打造纪检监察铁
军上再深化。要始终铭记打铁必须自
身硬的重要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努力以

（上接第 17 版）
局的能力水平，为河东区“十四五”开好
周波强调，区政府党组班子要把学
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要认真履行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岗双责”，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思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
体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持续推动全面从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按照民主生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学原文、读原著、
活会要求，对照检视查摆出的问题和收
悟原理，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集到的批评意见，认真研究，即知即改，
夫。要加强作风建设，主动担当作为狠
切实做好整改落实
“后半篇文章”
。
抓工作落实，对照党中央和市委提出的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杨文
“ 十 四 五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主 要 目 标 和
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2020 年度民
2035 年远景目标规划，紧扣高质量发展
主生活会。杨文璁代表区人大常委会
这个主题，保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党组班子通报上年度主题教育专题民
的定力，树立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加
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通报本次
紧苦练
“事功”
，
以
“三个坚决处理”
和
“三
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随后，杨文
个坚决不等”的决心和态度，大力讲担
璁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作对照检查，
当、促作为、抓落实，切实提高把握新发
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党组成员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逐一发言并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党组成

（上接第 17 版）与子弟兵们展开亲切座
谈，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
他们对河东区经济发展作出的奉献。

并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发扬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局面，积极开展双拥共建，推进军民融
合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河东区将围绕

（上接第 17 版）
消费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持久增收
的有效方式。河东区在推动与对口帮扶的
甘肃宁县、
迭部县脱贫攻坚中，
加大消费扶
贫工作力度，
采取党政推动、
各方联动的模
式，
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多种途径推动
贫困地区特产更好地
“走出去”
，
鼓起贫困

群众
“钱袋子”
。充分利用12家（10家线下
2 家线上）扶贫产品销售网点以及在人人
乐、
华润超市设立的扶贫产品销售专柜，
线
上线下齐抓共促，
助力消费扶贫工作有序
开展。完成消费扶贫金额 8508.45 万
元。积极组织展销、展卖活动，
推动消费
扶贫产品销售。积极推动旅游扶贫工作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阳光纪检、钢铁纪律、治病救人、严惩
腐败”的新业绩，打造“纪检态度鲜明、
纪检工作透明、纪检政策讲明、纪检队
伍光明”
的阳光纪检和纪检监察铁军。
范少军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
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为加快高质量发
展，推动河东“四个之区”建设提供坚强

加强政治建设 提高政治能力
员逐一作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党组成员
逐一发言并进行批评帮助。
杨文璁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各
项人大工作中，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奋力开创全区人大工作新局面；要
敢于刀刃向内，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问题
整改。我们要以此次民主生活会为契
机，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党组班子及党
组成员要及时梳理，有针对性制定整改
措施，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坚决整改，
切实把每个问题整改到位、落实到位，

改出形象、改出作风、改出成效；要带头
担当作为，有力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再
上新水平。要紧紧围绕中心、全力服务
大局，坚持真监督、做到真支持，不断创
新监督方法，把听取专项报告和开展执
法检查有机结合起来，把常委会专题询
问与专委会专题询问有机结合起来，把
跟踪监督与问题整改落实结合起来，不
断拓展监督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要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深入贯彻落实“向群众
汇报”工作机制，密切与代表和选民的
联系，组织市、区人大代表开展广泛深
入调研，
形成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意见
建议，
为加快建设创新转型示范区、城市
更新实践区、直沽文化繁荣区、宜居宜业

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金创河东 津韵家园”功能定位以及
促进经济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出发，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建
设，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的军政军民

河东用心用情 助受援县全面脱贫
开展，
引进天津完美四季旅行在迭部注册
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
分公司，
实地踩线开发设计了
“魅力甘南” 去年，
河东区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劳务协作，
旅游线路，
并成功组织 12 人精品旅游团
打好就业扶贫
“组合拳”
，
筑牢了就业扶贫
赴迭部旅游，
为迭部县旅游产业的复苏注 “压舱石”
。技能培训补短板。加强同对口
入了新活力。
帮扶地区人社部门沟通对接，
了解当地贫

的政治保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题为《强化系统思
维 提高政治能力 推动河东区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区纪委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河东区第
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
议决议》。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刘亚男主持。区级领导同志，区纪委
委员、区监委委员，区委巡察办主任，区
委巡察组组长、副组长，区纪委监委机
关部室负责人，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街道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区管企事业单
位纪委书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部
分特约监察员代表参加。

承载区贡献人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树增主持
区政协党组民主生活会。党组班子和
党组成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市委、区委全会精神，进
行专题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开展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和发言提纲。
会议通报了区政协党组上年度主题
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和 2020 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
刘树增代表党组进行对照检查，
带头作自
我批评，
并接受其他同志批评帮助。各位
党组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
自我批评不
遮掩不回避、不避实就虚，
相互批评直截

了当、
有的放矢、
有辣味，
体现了忠诚于党
的事业，
达到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目
的。刘树增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进一
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
作为根本政治原则，持之以恒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提高政治能力，加强党性锻炼，始终
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认真贯彻
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增强政协党组
的团结与活力，齐心协力把中央部署和
市委、区委要求落实好。要充分发挥好
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
用，立足全区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政协工
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
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狠抓问
题整改落实，以党的建设新成效推动政
协事业创新发展。

关系，落实好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认真
研究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努
力解决广大官兵的后顾之忧，为部队
官兵做好服务，努力谱写双拥工作新

篇章。
区领导于建奎、张晓辉、刘涛，区
人武部政委王卫东及区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

困劳动力技能需求与求职意愿，
为贫困劳
动力开展了挖掘机、
驾驶员等职业技能培
训，
切实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针对
受援县实际需求，邀请专家开展专题培
训。专场招聘拓渠道。分别赴宁县、
迭部
县举办专场招聘会，
邀请区内12家企业提
供了27种符合当地贫困劳动力需求和技

能水平的就业岗位，
共计500余个。劳务
输送促就业。积极落实
“点对点、
一站式”
返岗复工，
为宁县到迪塞尔特企业、
伊美快
餐配送公司来津务工人员进行点对点务工
服务；
对来津就业建档立卡户人员进行走
访慰问并发放防护用品，
让贫困劳动力安
心
“出家门、
上车门、
进厂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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