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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讨论活动动态DATAOLUNHUODONGDONGTAI

本报讯（贺丽）自“思想大解放、能
力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活动开展
以来，康定市委组织部严格按照州、市委
部署，紧扣康定组织工作实际，立足一个

“严”字，着眼一个“活”字，突出一个“实”
字，有力推动了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

立足一个“严”字，安排部署到
位。成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制
定周密可行的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
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大讨论活动，做
到目标明确、组织到位、措施得力，
确保各阶段活动开展扎实深入；召
开动员部署会，全面落实州、市委动
员部署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开展大
讨论活动的重要意义，围绕组织工
作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推动思
想观念上有大转变、能力素质上有
大提升、执行落实上有大成效；实行
每周工作任务“清单式”“销号制”，
确保各项工作件件有落实、样样见

成效。实行年度目标任务清单制，
进一步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明确工
作责任，强化干部执行力，确保各项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着眼一个“活”字，学习讨论深
入。着力于“突出一个主题、抓住五
个重点”深化学习讨论。突出一个
主题，围绕“担好康定大责，创造康
定速度”主题，开展学习讨论，促进
组工干部迅速调整进入最佳工作状
态，切实担好康定组织工作大责，确
保组织工作高点起步，稳中有进，力
争创造“康定速度”，为全市实现“两
个率先”和建设藏区全面小康示范
市奠定坚实的工作基础。抓住五个
重点，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实现两
个率先”、“如何把握机遇，正确面对
挑战”、“如何解放思想，破解发展难
题”、“如何发挥作用，争当干事先
锋”、“如何转变作风，抓好工作落

实”五个重点，深入开展学习讨论，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
推动组工干部“想干事”“快干事”

“会干事”“敢干事”“干成事”。学习
讨论主要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
学、基层调研”三种方式。“集中学
习”，以开展专题学习会、播放《扬鞭
催马谋跨越》专题纪录片等形式开
展学习讨论，为整个活动扎实开展
奠定思想基础。“个人自学”，以个人
自学的方式深化学习讨论，促进素质
提升、观念更新、思想解放。“基层调
研”，以“调研、走访”等形式深入讨
论，围绕建强基层组织、提升干部能
力素质等方面问题，成立调研组，深
入乡、村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开展以
来，共召开专题学习会5次，下乡调研
20余次，实现所有乡镇全覆盖。

突出一个“实”字，查摆整改有
力。围绕养尊处优的“骄气”、居功自

傲的“傲气”、不走正道的“邪气”、固
步自封的“小气”、不讲原则的“义
气”、沉不下去的“浮气”深入开展自
我剖析。查找问题实。对标先进，结
合实际，对照“八破八立”要求，谈认
识、挖根源、寻对策，深入查找自身在
发展水平、思想观念、发展理念、体制
机制、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
不足。查摆方式实。通过“自己找、
上级点、互相帮”以及发放征求意见
表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全面梳理
问题清单，形成个人和单位剖析材
料。整改措施实。对查摆剖析出来
的问题列出清单、建立台账、逐项研
究，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立
行立改，改出成效，推动工作。活动
中，共查找单位问题19条，梳理个人
问题73条，发放征求意见表60份，收
集意见建议1条，形成单位问题整改
措施10条、个人问题整改措施73条。

康定市委组织部

突出“严活实”开展“大讨论”

本报讯（措姆）近日，州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开展了“思想大解放、能力大
提升、工作大见效”专题讨论，决定以
此次大讨论活动为契机，着力从“四个
方面”推进工作，促使工作大见效。

强化思想认识，全力打造法院
“第一窗口”。深刻领会“思想大解
放、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
活动的重要意义，坚持“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理念，继续探索为民服
务的新路子、新方法，不断拓展服务
领域，提升服务层次，强化服务功能，

把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成回应群众司
诉讼、信访需求的“第一窗口”，树立
法院和法官良好形象。

高标准严要求，全力畅通诉讼
“绿色通道”。不断完善制度，形成长
效机制，从诉讼群众的实际需求出
发，从细节着手，及时完善各类便民
设施、诉讼引导流程，提供藏汉双语
服务，提高服务规范化水平，切实为
人民群众参与诉讼提供亲民、便捷、
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全力畅通诉讼

“绿色通道”，营造集多种功能为一体

的服务环境，切实解决诉讼群众的诉
讼难问题。

加强信访接待，畅通群众“信访渠
道”。强化院庭长信访接待制度，实行
定期接访、约期接访、包案责任及带案
下访制度，完善群众意见反馈制度，畅
通当事人与法院间的沟通渠道，确保
信访工作“无死角”。全面推进涉法涉
诉信访工作联动机制，加强与党委、人
大、政府等信访部门对口联系，形成合
力，做好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分流、对
接、移交、共同化解工作，最大限度将

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加强信息化建设，全力推行诉讼

“网络平台”。坚持能动司法，根据人
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加强信息化建设，
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平台，继续
开展网上立案、证据提交、信访投诉、
法官约谈、查询咨询以及远程调解、远
程视频信访等工作，使当事人足不出
户即可完成基本的诉讼程序，全面实
现网上立案、网上办案、网上信访三位
一体的网上诉讼服务模式，全力提高
服务社会化水平。

州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力促工作大见效

■王海

作为锦江区第四批援藏工作队队
员，有幸在炉霍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挂
职。按照此次全州“思想大解放、能力大
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活动要求，通
过认真学习州委书记刘成鸣在全州“干
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暨“思想大解放、
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动员部署会上
的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在锦江区和炉霍
县工作的实际经历，我有以下感悟。

刘成鸣指出的干部队伍存在的“六
气”问题，在很多干部身上都有所表现，
有的干部自诩进入政府部门抱着“铁饭
碗”而“高人一等”，整日不忘经营自己的

“小圈子”，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抛之脑后；有的干部由于所学专业
和实际工作不对口，缺乏主动钻研学习
的毅力，对业务工作“一知半解”，更有甚
者“满嘴跑火车”；还有的干部由于长期

“排名靠后”或“技不如人”而产生消极、
懈怠的思想，认为工作“反正有人做，不缺
我一个”。归其原因是这些干部公仆意
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的缺失。在脱贫
攻坚战线上经常听到一句话：贫困人口除
了客观因素导致贫困，最大因素在于内生
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贫困人口
思想懒惰影响的是自己一户的脱贫奔康，
而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内生动力缺失则是
影响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和政
治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
党内各项制度建设，制度笼子越扎越紧，
政治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我们
也应该清楚的看到：一方面部分基层党
委政府和部门党建工作仍相对薄弱，对
各类学习讨论活动应付了事，民主生活
和交心谈心流于形式。党组织凝聚力不
足势必导致队伍战斗力的不足，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就无法充分展现。另一方
面个别地方虽然制定了工作目标计划和
相关考核办法，但由于前期谋划不细、中
后期监管不严，导致“前期工作不到位，
后期工作一锅烩”。加之长期存在的“熟
人社会”观念，纪检监察部门刚性约束不

足，在监督考核上被“人情关”束缚，致使
干部工作干好干坏区别不大，甚至失职
渎职也未得到应有惩戒。

要通过此次大讨论活动，实现能力
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就是要在制定工作
规划和计划的时候找准目标。找目标就
需要抬头向上，向比自己优秀的人看齐、
向比自己优异的部门看齐、向比自身发
达的地区看齐。制定目标不宜过大过
高，网络上一度流行的“给自己定一个小
目标”，就是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需
要“使劲蹦一蹦就能摸到”的目标，这样
才能通过扎实努力步步登高，最终实现
自我价值。

喜爱下棋的人都知道“谁能看的步
数越多谁的胜算越大”，在实施具体工作
的时候同样需要“多看几步”，提前预判
出完成任务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困难
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如何去消除困
难，提前思谋好工作的“应急预案”，心中
想明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和具体步骤，
这样才能“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

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写文件报
告中常用“结合实际”。结合实际，就不能
安逸享受在舒适的办公室中“天马行空”，
而需要顶风冒雨亲力亲为深入到基层人
民群众当中。在基层中耐心倾听人民群
众的关切、诉求和期盼，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这样才能真正“扑下身子”去
解决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困难。

《论语》中有句“吾日三省吾身”，我
们每名党员干部应在每天工作结束后，
抽出一点时间安静的反思当日的工作：
在工作上有没有做到廉洁自律？有没有
高质量完成既定工作？有没有切实解决
群众疾苦？有没有什么需完善的？下一
步应当怎样去做……只有以“解剖麻雀”
的方式，以“细针绣花”的心境进行自省，
这样才能找出差距并弥补不足，才能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坦然面对机遇和
挑战，做合格党员、干事先锋。

对标先进追赶跨越

本报讯（徐珑溧）今年是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见
效之年，全州法院将按照近期召开
的全州执行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切
实担负起主体责任，谋划治本之策，
推行有力举措，增强人民群众在执
行工作中的获得感，确保“基本解决
执行难”抓实见效。

去年，围绕上级法院关于“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工作部署，全州法院
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工作推进态势
良好，在全州构建起党委领导下综合
治理执行难的工作大格局。州法院
主动向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
和州委政法委汇报省法院关于“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得
到了高度重视与支持。州依法治州
领导小组制发了《关于两年基本解决
甘孜执行难的工作意见》，召开了执
行工作联席会议。州人大常委会专
门组织工作组对9个县（市）法院开展
调研督导，州人大、州政协专门听取
了全州法院执行工作开展情况的汇
报。今年4月，州人大常委会还将对
剩余9个基层法院进行督导，并对去
年完成调研督导9个法院开展“回头

看”。在与金融机构基本建成“点对
点”网络查控系统的基础上，全州法院
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国土等部门的联网
查控协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对失
信被执行人在出行交通、融资贷款等
方面信用惩戒限制。严格落实省法院
出台的《关于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
乱执行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和《民事
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办理意见》，有效
解决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执行等
问题，促进执行工作作风根本转变；在
全州法院推行丹巴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的经验做法，切实堵塞执行拍卖环节
的乱作为、不作为和不廉洁漏洞。州
法院自我加力加压，制定了《关于力争
两年基本解决甘孜执行难的工作方
案》，提出“力争两年时间基本解决甘
孜执行难，9个基层法院和州法院力争
一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目标，
与各基层法院签订“基本解决执行难”
承诺书，召开攻克执行难工作会议，逐
级压实工作责任。

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州法院较好
地完成了执行办案任务，共受理执行
案 件 834 件 、执 结 769 件 ，执 结 率
92.2%，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达1.1亿元。

我州两级法院亮剑“执行难”

3月23至27日，四川省第32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在阆中市举行。康定中学学生卫
纪、苏久石批代表我州参加了此次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由他们自主构思创新制作的水
能磁塔，经过答辩，在参加终评的384个项目
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这是康定中学在创
新能力培养方面的又一成果。

此次比赛，除了参赛学生、评审专家外，
还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观摩。据组委会统
计，公开展示期间共有 25000 人到场观摩。
图为获奖选手卫纪、苏久石批皮及他们的水
能磁塔。

（龙培民 魏兴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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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13323600002284
遗失作废。 嘉绒小吃

四 川 省 甘 孜 甲 登 慈 善
学校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甘孜分公司开立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51001808636050105303， 核
准号：J6810000058501）遗失
作废。

四川省甘孜甲登慈善学校
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13331600010564 遗
失作废。

白玉县骆驼百货店
四川省雅江县国税局发

税务登记证副本，川国税字

513325345693586遗失作废。
雅江惠众学生餐饮服务部
白玉县工商局发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3331600005045遗失作废。

白玉县尼玛副食店
白玉县工商局发营业执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3331600011942遗失作废。

白玉县洛登副食店
发票专用章“康定市天路

洁 汽 车 装 饰 中 心 ”编 号 ：
5133219000474遗失作废。

康定市天路洁汽车装
饰中心

康定市国土资源局发土
地使用证，康国用2014第503
号遗失作废。

所有权人：高建琼

遗失启事

（紧接第一版）美好蓝图就一定会
变成现实。”当前我州面临经济发
展起步晚、底子薄，积累少、实力
弱；社会事业总体水平相对滞后，
社会保障能力较低；贫困量大、面
宽、程度深，农牧区公共服务基础
较差，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责
任大；反分裂斗争形势尖锐复杂，
维稳任务艰巨繁重；部分干部群众
法治观念淡薄，法制建设亟待完善
和加强；个别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少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
够充分；干部人才引进难、留住难，
专业技术类中、高端人才极度匮
乏；干部队伍思想僵化、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现
象不同程度存在等问题。正因此，
州委审时度势在年初实施“能力素
质提升工程”，开展“思想大解放、
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
活动，进一步牢固树立全州广大干
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切实提升全州广大
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群众工作能
力、执行落实能力、开放发展能力
和应急处突的能力。

具体来讲就是要充分运用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
装头脑，加强调查研究、集思广益，
发现和总结实践中涌现的好经验、
好典型，切实推进科学决策、民主
决策、依法决策；要善于同群众特
别是僧尼打交道、交朋友，善于组
织群众和带动群众，善于引导群众
脱贫致富，善于把党和政府的主张
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群众中
有感召力、亲和力；要准确把握州
委“一个目标、两个关键、三件大
事、六大战略”的总体工作格局，充
分结合实际，善谋对策、精细操作，
创造性开展工作，躬身践行抓落
实；要发展现代经济，既要激发内
力，又要巧借外力，要善于沟通交
流，最大限度地争取项目、资金、政
策、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最大
限度地吸引一切有利于甘孜发展
的要素为我所用；要有意识地锻炼
应对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注重
日常抓、抓日常，抓基层、打基础，
及时化解矛盾，防止小事变大事；
一旦遇有突发性事件，要迅速有效
应对，防止事态恶化。抓住了这些

重点，也就抓实抓准了全州发展民
生稳定三件大事的“牛鼻子”。

人勤春来早。抓落实，既体
现为一种思想认识，更具象为一
项项措施、一个个行动。认识到
位，更要行动到位。州第十一次
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各项工作
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发展路
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立足自身
工作岗位，“撸起袖子加油干、扑
下身子抓落实”，在落实目标任务
中锤炼干部素质，成为发展民生
稳定的行家里手。

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
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全州各级
干部只有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
的精神，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
央、省委和州委的决策部署和工作
要求上来，干字当头、实字为要，聚
力聚焦、抓住关键，始终把重点工
作牢牢抓在手上，下真功夫、硬功
夫去一项一项地扎实推进，一肩担
子挑到底，我们才能无愧于群众的
期待与重托，也才能推动全州经济
社会新发展，奋力建设美丽生态和
谐小康甘孜。

在落实目标任务中锤炼干部素质

（上接第一版）格绒强调，十八大以来，各级党
委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持续显著加强，机
关党建工作的任务和难度也随之持续增加；同时，
党政机关又具备“党员干部最集中、执政骨干力量
最集中、责任和权利最集中”的优势。全州上下要
重视挑战、抓住机遇，奋力推动全州机关党建工作
向好发展。在工作思路上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一是各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以“抓好
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不称职”的标准，履
行好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党建、业务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建工作者要着眼具体工
作，克服“人少事多”的困难，把党建工作做细、作
实。二是要以“单位主要领导担任所在基层党组
织书记”，严格“三会一课”制度和加强机关党组织
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
聚力。三是要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
驻村帮扶为基础，助力脱贫攻坚。另外还要将党
建工作与“两学一做”“大讨论”和“干部素质能力
大提升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狠抓队伍建设。

州委机关党建工作分管领导、州直机关党组
织书记、各县（市）直属党工委书记、海管局政治
部主任参会；州检察院、发改委、审计局等六家单
位还在会上就本单位党建工作的做法、经验、成
效和不足作了交流发言。

坚持从严治党
强化机关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