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别提醒：防疫
消毒使用的浓度 75%
的酒精属于甲类易燃
液体，不要大量存放，
使用和保存时，严禁接
触火源；使用酒精消毒
过程中需要远离明火，
避免因吸烟、灶具明火
等引发的意外火灾。

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安全注意事项

▲居家消毒时，不
要对插座、开关、电器
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
液体消毒剂，以免引
发电气线路短路导致
火灾。

▲

电动自行车不能
在室内、走廊、楼梯间和
安全出口处停放或充
电，一旦起火将阻断逃
生通道，严重威胁生命。

▲不要在楼梯间、
电缆井、安全出口处堆
放物品，及时清理楼
道、阳台、屋顶、房前屋
后的可燃物。

▲

定期检查电气
线路和家用电器，发现
隐患及时消除，出门时
注意断电、断火、断燃
气，防止发生火灾。

▲使用炉火、电器
取暖时，要与家具、衣
物等可燃物保持安全
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
盖晾晒衣物，不使用小
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

不卧床吸烟，尤
其是酒后、睡前、疲倦
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
上吸烟。

▲ 手机充电过程
中不要长时间打电话
或玩游戏，夜间充电时
远离人或枕头，避免长
时间充电引发电路短
路造成起火、电池意外
爆炸等情况。

▲

使用燃气做饭、
取暖、洗澡时一定要保
持室内通风、开窗透
气；要定期检查家中燃
气设备是否存在漏气
情况，以免发生意外。

▲家中有灭火器、
灭火毯、逃生绳等消防
器材的，要将器材放置
在醒目便于取放的位
置；如发现火情要立即
拨打119报警。

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32021年 12月 29日 星期三 责 编：李春平
政教视窗

本报讯 近年来，繁峙县聚焦中心大局，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基层党建与
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着力打造基层党
建工作亮点。

多点发力抓发展，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增
收。采用“333”工作法即注重组织、人才、企业
三大引领，探索产业发展、资源转化、资产运作
三种路径，强化政策、科技、制度三大支撑，推动
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提质。构建县委统揽、
乡镇主抓、村级实施的责任体系，成立以书记为
组长的工作领导组，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作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十四五”总体规划。
通过发展现代产业、手工加工业、光伏发电、土
地资源转化、“合作社+”等多元化模式推动村集
体收入增加。制定年度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实施方案，用好用足中央、省、市、县财政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1250 万元，建设（改造）利
用秸秆制造饲料（燃料）工厂 4 座，优选 25 个村
进行扶持。截至 10 月底，全县 224 个行政村有
183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 10 万元以上，占比

82%。预计年底所有行政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将
突破10万元。

双管齐下抓教育，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党员干
部。依托“双日双评”载体，提升党员干部日常教
育质量。“双日双评”是繁峙县特色党建品牌，每
月全县622个支部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
县党务工作者常态化参加“双日双评”培训会和
基层党建例会，提升思想境界和党建工作水平；
依托党性教育基地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打造
沙万里荣誉室和伯强党员教育实践中心，作为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先进典型教育的生动讲堂，推
动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实现大幅提升；
依托党校主阵地提升干部理论水平，把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干部培训
最突出的位置，从2019年开始，培训党务工作者、
支部书记、党员共计15310人次，全县大规模集中
举办干部培训19次，培训干部2582人次；依托各
级单位专业化能力培训提升干部专业素养，编制
全县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次计划，各
单位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组织开展务实管用的专题培训，引导和帮助
干部丰富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

创新思路抓非公，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难
题。繁峙县开发区非公党委创新“12324”工作
法，探索出一条党建与企业深入融合、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一查”，对园区内所有
非公企业逐个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基础台账，切
实做到经营运行状况、职工队伍、党员底数、出
资人信息、党组织设置、支委会成员“六个清”。

“两建”，针对非公企业实际情况，采取单建、联
建两种组建方式，为区内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
加速推进非公党组织全覆盖。“三进”，建立进企
业、进厂区、进项目工地的常态化服务机制。“双
培”，重点培育省、市、县各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党建示范性组织，大力培养全能型党建指导员。

“四新”，带头创新党组织学习管理模式、党建人
才培养方式、“互联网+党建”新做法、党群服务中
心新模式，真正推动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的转变。

（王倩）

本报讯 今年以来，保德县深入贯彻落实
《公务员法》及配套政策法规，强化公务员日常管
理，按照依法依规、分级负责、及时准确原则，严
把“四关”，从严从实做好公务员登记工作。

强化纪律要求，从严把牢政策关。深入学习
《公务员登记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掌握登记范
围、对象、条件和程序，吃准吃透精神实质。加大
与上级部门及兄弟县（市、区）的业务联系，及时
掌握公务员登记最新要求，切实做到政策熟练运
用。严格确定实施公务员法和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机关范围和登记对象，综合考虑进入公务员
队伍的方式，按照行政编制限额和规定条件，对
新录用、调任、转任、选任等6类登记对象进行甄
别审查，区别不同情况确定予以登记、暂缓登记、
不予登记3种情形。

细化标准条件，从严把牢程序关。制定公务
员登记工作流程图，明确管理权限，细化登记条
件，规范登记程序，量化实施步骤，严格登记备
案。结合机构改革、干部调整等情况定期对需
要登记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并第一时间通知相

关单位按照《公务员登记办法》规定条件，在编
制限额内确定登记对象。依据《干部基本信息
审核认定表》中“三龄两历一身份”填写《公务员
登记表》，并附招录、调任、转任及机构改革文件
等相关材料，经县委组织部审核后，报市委组织
部审批备案。对《公务员登记表》填写不规范、
不准确的，第一时间予以指正退回；对公务员
身份存异议、信息难界定的，一律暂不登记；对
政策不够明确、难以解决的，及时汇报请示上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依法依
规做好政策解释和宣传，确保登记工作的准确
性和严肃性。

区分登记对象，从严把牢审核关。对照公务
员登记资格条件，对拟登记人员行政编制、进入
渠道、身份类别、入口材料等信息实行“三查三
审”制，即：一查编制名册，审核登记对象是否纳
入国家行政编制，是否符合公务员法规定的范围
和条件；二查进入途径，审核登记对象是否通过
考试录用、军转干、调任、选任等方式进入所在机
关，相关资料是否符合政策规定；三查人员信息，

认真开展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审核登记对象“三
龄两历一身份”是否与档案一致，相关信息是否
准确，确保公务员登记表与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
核表上信息一致，准确无误。

实行动态管理，从严把牢归档关。在全面核
查摸底全县行政（参公）单位的编制数、领导职
数和现有登记人员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全
县公务员（参公）登记工作台账，对台账实行动
态管理，公务员登记审批工作完成后，及时将所
有登记人员基本信息录入工作台账，确保登记
工作台账管理信息化、科学化、规范化。同时，
对历次登记完成后所形成的《公务员登记表》进
行分类整理，一份及时归入登记对象个人干部
人事档案，另一份按照登记批次和登记文件归
类整理装订，实现登记工作的闭环管理。对因
撤销登记、调出机关、辞去公职、被辞退、被开
除、退休、死亡等原因退出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清
理出库，确保公务员信息库人员信息的准确、规
范、统一。

（刘美丽）

繁峙：多措并举打造基层党建工作亮点

保德：严把“四关”做好公务员登记工作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新
闻舆论工作者把学习党史同提升本
领、对接实践结合起来，从党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
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脚力是基础，要走得实、沉得下、
扎得深。迈开脚步、深入基层，是做
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也是做好新
闻舆论工作的必由之路。人们常说，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当年，范长江
写出《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正
是因为他行走了大半个中国。新闻
这棵常青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浇
灌，只有扎根群众生活的沃土，才能
根深叶茂。学好用好我们党“蹲点调
研”“解剖麻雀”等好传统好做法，练
好脚力、站稳脚跟，才能把握好时代
脉搏、记录好人民心声。

眼力是前提，要看得广、见得远、
盯得准。如果没有敏锐的眼力，就很
难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素材中找到好问
题、好故事、好观点。敏锐的眼力也体
现着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判断力、鉴别
力。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开始在农村试行时，并没有马上

被社会理解和接受。但范敬宜凭借过
人的眼力，敏锐捕捉到了其中的新闻价
值。他深入基层调研，写成新闻述评，
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眼力是发现
问题、辨别信息、判断价值的能力，不断
提升自己的眼力，新闻舆论工作者才能

“看得清”“看得准”。
脑力是关键，要想得多、思得精、

辨得真。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
《新中华报》题词“多想”，鼓励报纸工
作人员多动脑、多分析。报社将题词
制成匾额，悬于编辑部窑洞重要位
置，激励大家身体力行。为什么要

“多想”？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不多想，
就想不清楚、想不透彻、想不全面。
今天，身处瞬息万变的移动互联网时
代，海量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如果缺
乏对信息的分析判断，就可能在众声
喧哗中迷失价值的坐标。作为新闻
舆论工作者，只有不断提升脑力，不
断完善知识结构和判断框架，掌握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才能为受

众提供客观真实、观点鲜明、富有价
值的媒体内容，更好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求、回应时代关切。

笔力是落脚点，要写得好、说得
对、做得实。脚力、眼力、脑力的成果，
最终都要通过扎实、务实的笔力来呈
现。革命先烈萧楚女，笔锋犀利，痛击
反动统治，“字夹风雷，声成金石”。提
升笔力不是咬文嚼字，更不是坐而论
道虚谈废务，而需要写出基层实际，写
出泥土芬芳，写出万家忧乐。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闻舆论工
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
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
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是记者
编辑的责任所在，也是新闻舆论工作
的价值所系。每一名投身新闻事业
的人，都应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练就高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用生动的笔触、隽永的画面、精彩
的镜头，为祖国抒写、为人民放歌。

（据《人民日报》）

从 党 史 中 汲 取 智 慧 和 力 量

每一名投身新闻事
业的人，都应从党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练就高超
的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用生动的笔触、隽永
的画面、精彩的镜头，为
祖国抒写、为人民放歌

（来源：新华网）

元旦、春节临
近，忻州市中医医
院始终紧绷疫情防
控 这 根 弦 。 连 日
来，全院加强值班
值守，精心组织统
筹协调，充分发挥
疫 情 防 控 主 力 军
作用。12 月 25 日、
26 日 两 天 全 员 核
酸 采 样 10857 人
次 。 图 为 院 长 俞
立 进（中）就 标 本
采集、标本转运、现
场维护等有关事宜
进行安排。

张建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