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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当前
全区严肃的政治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精心组织实施，切实抓紧抓牢，坚持以
上率下、在示范带动上功夫，坚持真抓实做、在
务求实效上下功夫，坚持聚焦“四风”、在解决问
题上下功夫，坚持分类施策、在科学运作上下功
夫，坚持“严”字当头、在加强督导上下功夫，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要落实责任，坚持领导带头。每位领导干部
既是活动的组织者、推进者、监督者，更是活动
的参与者。区委常委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中央
和省委、市委要求，认真参加教育实践活动，带
头学习、带头剖析、带头整改，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切实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 自觉接受全区干部
群众监督。 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要切实履行
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把教育实践活动牢牢抓
在手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靠前指挥、加
强调度。 各级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要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行好各自职责，真正做到既
分工负责，又密切配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上下一体、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要严格督查，强化分类指导。“虚、空、偏，走
过场”，是我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最需要避免的
问题。中央、省、市都派出了督导组，我区也成立
了 10个督导组， 全程督查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配合好省、市、区督导组的工
作， 对督导组发现的问题要深刻反思， 立行立
改，并写出整改落实报告，向群众公示。 活动督
导组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督查指导，敢于“唱
黑脸”、“当包公”， 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确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

（下转第二版）3月 15日，区工商分局在春秋广场设置宣传展台，为过往群众讲解辨别假冒伪劣商品知识，
并现场接受群众投诉。 高彩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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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教师进修学校荣获
“河南省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
本报讯（记者 岳亚光 通讯员 吴智勇）日前，在全省教师培训

工作会议上， 许昌市教师进修学校被省教育厅命名为 2013年度
“河南省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这是该校第二次获此殊荣，标
志着我区教师培训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

近年来，许昌市教师进修学校加大投入，强化硬件建设，先后
增设了 4个多媒体教室，6个专用培训教室和 1个可容纳 120余人
培训的多功能报告厅。 同时，依托教师进修学校、魏都区教学研究
室、魏都区电化教育馆“三位一体”的资源优势，优化培训结构，拓
展培训空间，有效推进了教师教学“培训、研究、指导、服务”一体
化，为全区教师专业化成长提供了全方位服务。

区总工会 2014年工作会议传出消息

今年将筹集帮扶资金 6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常鹏 通讯

员 刘俊娜）3月 14日,区总工
会召开 2014年工作会议，区委
副书记申占伟， 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总工会主席菅建民，副
区长刘军锋， 区政协副主席叶
可出席会议。

据了解， 区总工会着力加
强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去年共
筹集资金 30万元，慰问救助困
难职工 1600户，今年将继续加
大帮扶力度， 计划开展助学、

助困帮扶 2000人次， 支出 60
万元。

申占伟在会上指出， 各级
工会组织要加大参与社会治理
和公共服务的力度， 牢牢把握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一主线，
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职责， 解决好职工群众的利益
问题，在互联、互补、互动的社
会治理网络中， 进一步发挥工
会组织的重要协同作用。

申占伟强调， 各级工会组

织要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为载体， 建立健全联系企
业、服务职工的长效机制，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地服务好广
大职工。 各级工会干部既要增
强群众观念， 扎扎实实为职工
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也要增强服务观念， 用情、用
心、用力为职工群众服务，为基
层服务， 真正把工会建设成为
党委政府靠得住、企业离不开、
职工信得过的职工之家。

值班总编 许廷合 编辑 李思远 图片处理 李思远

全区县级领导干部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

本报讯 (记者 李思远) 3
月 15日至 17日， 全区县级领
导干部放弃周末休息， 利用 3
天时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封闭式集中学习。

唐彦民、 杨朝晖、 申占
伟、 李忠义、 韩鹏、 袁英敏、
段殿臣、 苏海民、 王宏伟、 刘
静、李亚强、刘少林、杜晓辉及
其他县级领导参加集中学习。

3天的封闭学习， 采取理
论学习、 专家授课、 现场观
摩、 观看影片、 分组讨论、 交
流发言等形式进行。 参加学习
的区领导通过集中学习、 带头
领学、 个人自学等方式， 认真
学习了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省委书记郭庚茂和市
委书记王树山重要讲话精神，
中央、 省委、 市委和区委指定
的学习书目， 邀请中央党校教
授傅思明和市政协副主席张建
庄作了专题报告， 现场观摩了
三国文化产业园项目指挥部，

集中观看了 《焦裕禄》、 《周
恩来的四个昼夜》典型教育片
和 《蜕变》、 《双基建设警示
录》等廉政教育专题片， 并撰
写了心得体会。 期间， 区委常
委还参加了 《求是》杂志社研
究员黄苇町作的主题报告和市
委书记王树山以 《弄清我是
谁、 为了谁、 依靠谁， 争做为
民务实清廉的表率》 为题的
“三问三行” 主题党课。

参加学习的区领导一致表
示， 这次学习启示多、 体会
深、 收获大， 使自己认识得到
了提高、 心灵得到了洗礼， 进
一步坚定了带头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 围
绕学习主题， 每位常委同志都
联系自身思想、 工作实际逐一
发言， 深刻查摆思想、 工作和
生活等方面存在的 “四风问
题”， 其他县级领导提交了书
面发言材料。

区委书记、 区委教育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唐彦民在对

集中学习活动进行总结时表
示， 这次集中学习取得了很大
成效， 通过学习思考， 提高了
认识、 净化了心灵、 查找了不
足， 打牢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 增
强了全区党员干部参与活动开
展的行动自觉。

唐彦民在率先查摆 “四
风” 问题后， 就如何扎实推进
全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提出具体要求： 一要认认真
真。 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
活动开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 认真谋划和推进活动的载
体设计、 实施步骤、 服务保障
等工作， 主动参与起草本单位
的学习方案、 整 “四风” 方案
以及综合整治方案等， 部署
好、 组织好、 推动好本单位教
育实践活动， 确保取得百姓满
意的实效。 二要率先垂范。 各
级领导干部既是活动的组织
者、 推进者、 监督者， 更是活

动的参与者， 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
的自己首先不做。 在学习教育
和查摆问题上， 在活动开展的
各个环节， 都要坚持以整风精
神深入查找 “四风” 方面存在
的问题， 全面剖析问题根源，
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勇
于正视缺点和不足， 敢于触及
思想和灵魂， 坚持以上率下、
在示范带动上下功夫， 坚持真
抓实做、 在务求实效上下功
夫， 坚持聚焦 “四风”、 在解
决问题上下功夫， 确保教育实
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三要亲自督导。 各级党组织第
一负责人要履职尽责， 拿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 全力抓好基
层党建， 把联系点联系好， 把
实施方案落实好， 亲力亲为，
边学边改， 边查边改， 确保活
动不虚、 不空、 不偏、 不走过

场。 要把党员干部在活动中激
发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
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
真正做到两手抓、 两不误、 两
促进。

区委副书记、 区长杨朝晖
在 3月 17日常委学习交流专
题会上指出， 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必须把 “认
真” 二字贯彻活动始终。 无论
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还
是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以
及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都
必须真学、真查、真改、真抓。

集中学习期间， 各街道办
事处（产业集聚区），区委部委，
区直及驻区单位、 各人民团体
主要负责同志或班子成员，集
中观看了电教影片， 参加了群
众路线专题辅导学习。 区活动
办各工作小组正副组长全程参
加县级领导干部集体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