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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孙米）6月

29日，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和中央、省委、徐州市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我市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充分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功

效，为打造“一支点一门户一中

心”、建设“徐州工业第一县”汇聚

磅礴力量。市委书记陈堂清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长李胜主持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邢会义，市政协主

席王君迎，市委副书记郑伟等出席

会议。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

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后，陈堂清

指出，面对新征程、新形势、新任务，全

市各级人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

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坚定不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推动根本政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

展优势、治理优势，以人大工作高质量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陈堂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

主要工作，深刻回答新时代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随

后，省委、徐州市委先后召开人大工作

会议，就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

领会、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显著优

势、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大原则、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重点任务，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确

保党中央和省委、徐州市委决策部署在新沂落到实处。

陈堂清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全市各级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承担着重要职责。要牢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认真落实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

践，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广泛汇聚民意民智，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利益，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

节全过程。

陈堂清要求，要着力提升人大工作水平，助力全市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全市各级人大要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

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

推进法治新沂建设，不断增强监督实效，推动党委重大决策和法

律法规得到有效落实。全市各级人大要切实用好重大事项决定

权，不断健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提高讨论决定的质量水

平，增强决议决定的权威性，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全市

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要进一步激发代表活力，强化履职

服务保障，密切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抓好代表建议办理，推动代

表更加主动依法履职、为民发声，充分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风

采。

陈堂清强调，人大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毫

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各级党委要把人

大工作纳入整体工作布局、摆在重要位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要切实扛起在人大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责任，

使人大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驰而不息推进“四个机

关”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要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和阐释，不断

健全人大履职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作出新沂探索、提供新沂经验。要始终把队伍建

设作为重要保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

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凝心聚力营造人大

工作良好氛围。把加强党对人大工作领导、支持保障人大依法

履职作为对镇(街道)党(工)委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市人大要强

化统筹协调、深化上下联动，持续增强人大工作整体效能。“一

府一委两院”要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各

级各部门要自觉支持配合人大工作，不断健全互相协作、互相

支持、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着力营造关心支持人大工作的浓

厚氛围，汇聚做好人大工作的强大合力。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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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一”建党节即将

到来之际，6 月 28 日，市委

书记陈堂清赴墨河街道、新

安街道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

建国前老党员，代表市委向

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

意，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慰

问金，把组织的关怀送到老

党员的心上。笔者在报道中

看到，市委书记陈堂清在龚

万良、陈圣勤、王润泽三位

老党员的家里，都是笑脸相

待，微笑沟通。

“你们工作是不是很枯

燥？”一天，朋友突然这样

问。笔者表示不解，一是困

惑缘何发出此问，二是惊讶

怎么会用“枯燥”这个词来

形容基层工作呢？友人解释，

前不久某个项目报批需要有

关部门审批盖章，她连走了

几个部门，几名接待的干部

大多面无表情、一脸严肃。

不禁开始回想日常与群

众打交道的过往，细细思量，

扪心自问，是否有因为工作的

疲惫而放松了嘴角的弧度？是

否有群众只收获了一张“冰

冷”的面容呢？

都说“良言一句三冬暖”，

与群众打交道也应是“笑脸一

张干群近”。与群众打交道特

别要注意消除“距离感”。一张

笑脸，为干部奠定了与群众交

流的良好基础。

“一张笑脸”传递的是服

务型政府的温度。“一张笑脸”

也代表着政府单位的“门面”，

“门面”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政

府的形象。为此，无论是走村

入户调研或是接待群众办事，

广大党员干部都要清晰认准

人民群众“服务员”的定位，别

做“摆架子”的官老爷，以真切

真挚的“笑脸”相待，拉近距

离、共话家常，让群众来了就

好似进了“家门”，这样才能叩

开群众“心门”。

“一张笑脸”的背后是为

民初心。笑意相迎，俯身为民。

笑，不是皮笑肉不笑的“假

笑”，也不是虚伪做作的“客套

笑”，而是发自内心为民解忧、

为民服务、为民办实事的笑，

是饱含深厚人民情谊的笑。时

刻牢记与群众打交道时要将

心比心，坚持人民至上，以为

民初心换得群众真心，以干部

笑脸换得群众笑颜。

辛正平/文

笑脸一张干群近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孙

米）在“七一”建党节即将到来之

际，6月 28日，市委书记陈堂清

赴墨河街道、新安街道慰问生活

困难党员和建国前老党员，代表

市委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

高敬意，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慰

问金，把组织的关怀送到老党员

的心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程峰参加活动。

今年 74 岁的龚万良有着

50年党龄，因为自己和家人身

体不好，劳动能力差，收入仅能

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在龚万良

家里，陈堂清详细了解他和家

人的身体、生活状况以及他的

工作经历等情况，查看他家的

住房条件。交流中，陈堂清还为

龚万良佩戴了“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并合影留念，陈堂清希

望龚万良继续坚定不移跟党走，

在组织的带领下过上好日子。

陈堂清叮嘱龚万良要保重身

体，坚定生活信心，有困难及时

向组织反映。墨河街道要及时

关注生活困难党员，进一步加

大关怀力度，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今年 64 岁的陈圣勤有着

42年党龄，身患多种疾病，经

常住院治疗，医疗费用花费

大。陈堂清走进陈圣勤家中，关

切地询问她和子女的身体和生

活情况。在谈到组织的关爱时，

陈圣勤激动地表示，感谢党的

关心帮助，相信在党的领导下，

日子会越来越好。陈圣勤对党组

织浓厚情感也感染了陈堂清，他

语重心长地说，感谢老党员对新

沂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支持，党和

政府不会忘记，全市各级党组织

要对生活困难党员做到“政治上

尊重、思想上关心、感情上贴近、

生活上照顾”，始终保持敬重之

心、倾注关爱之情、多做务实之

事，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最后，陈堂清来到新安街

道，慰问建国前老党员王润泽，

他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与他亲

切交流，“您今年高寿？”“平时

饭量怎么样？”“生活过得怎么

样？”……95岁的王润泽精神矍

铄，与陈堂清拉着家常。看到王

润泽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后，陈堂清十分欣慰，祝福王润

泽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堂清

语重心长地说，建国前老党员

为家乡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是

党和政府的宝贵财富，新安街

道一定要将建国前老党员的关

爱工作落细落小落实，让他们

在新时代继续享受美好生活。

建国前老党员也是全市党员学

习的榜样，全市党员要大力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老

党员的优良作风，坚定不移学

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带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聚焦“一支点一门户一中

心”战略定位和实力新沂、美丽

新沂、幸福新沂发展追求，大力

实施工业振兴、乡村振兴战略，

以创新驱动、投资驱动、生态驱

动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在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谱写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市委书记陈堂清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向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明

丽）6月 28日，徐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淑侠深入马陵山

镇高原村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活动，并现场调研高原村社会

治理情况。我市领导李胜、陆成

春陪同活动。

在生活困难党员杨学清家

中，李淑侠与老人亲切地拉家

常、话家事，关切询问身体状

况和生活情况。当得知杨学清

妻子常年需要靠药物维持身体

状况，儿子在外务工，女儿在

家务农，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时，李淑侠叮嘱要保重好身

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鼓

足勇气向前走。同时，叮嘱相

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照顾好生

活困难党员，切实为他们办实

事、解难题，把党的关怀送到

他们的心坎上，让他们生活无

忧，为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创造良好环境。

随后，李淑侠来到老党员

仲为成家中，与老人促膝交

谈，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

家庭情况，向老人致以诚挚的

祝福和崇高的敬意，并亲手为

他戴上“光荣在党 50 年”纪

念章。李淑侠说，感谢老党员

们长期以来积极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为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在“七一”到来之

际，希望老党员们保重身体、

健康长寿，相关部门要照顾好

老党员的日常生活，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

怀送到老党员的心坎上。

马陵山镇高原村是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近年来，该村

通过“三榜一簿一册一队”，

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

气，以自治增活力，民富、村

美、风气好成为这里最真实的

写照。在高原村，李淑侠详细

了解村庄治理成效，听取该村

“三榜一簿一册一队”体系、

法治书记工作情况汇报，并对

高原村村庄治理成效及今后的

发展规划给予充分肯定，希望

高原村要继续创新基层党建，

聚焦民生服务，通过联动共

治、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要继续对村庄人居环境提

档升级，实现全域美丽。要积

极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力争在江

苏省乃至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中

当排头、做表率。

徐州市领导来我市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详见 02版

导 读

我市收听收看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及徐州续会

我市收听收看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重点行业领域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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