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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动态

本报讯 4月1日，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榆林车辆段
关工委、团委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20余名青年职工前往榆林市
烈士陵园，通过向革命烈士敬献花
篮、集体默哀、聆听革命故事、重温
入团誓词、党史学习讨论等形式，
引导青年职工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纪念碑
前，青年们重温了入团誓词，铿锵
有力的声音响彻整个陵园。活动最
后，青年职工集体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简史》，并进行了集中讨论，引导
大家进一步弄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感触很深，吴老师的讲解都
很精彩，听着故事，好像回到了那
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有国才有
家，国强则民安，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当下，努力
奋斗。”祭扫完毕，青年职工们纷
纷表示。

拜谒榆林市烈士陵园只是该
段党委近期党史学习教育其中的
一项，同日，该段党委还组织30名
党员到陕北民歌博物馆参观学习，
从民俗文化中学党史、知党史。

4月2日，神木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系统党员干部职工在神木市
烈士陵园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清明节主题党日
活动。

活动中，农业农村系统党员
干部职工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整
齐列队，肃立默哀，敬献花篮，鞠
躬致敬并瞻仰了烈士墓，表达了
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
意。之后大家参观了神府革命纪
念馆，在解说员的讲解下详细了
解了革命英烈前赴后继、艰苦奋
斗的历史。

该局负责人表示，此次主题党
日活动的开展，使农业农村系统党
员干部职工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

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今后要以
更加牢固的信念、过硬的作风、严
肃的纪律、务实的工作，为神木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乡村实现全面
振兴贡献力量。

连日来，府谷县府谷镇紧紧围
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开展各类主题活动，班子领学

“微课堂”，汲取党史营养。每周五
下午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
通过班子成员领学、干部交流研讨
等方式，结合“微故事、微分享”等
活动，以气氛轻松、内容新颖的形
式提高干部参学积极性。4月2

日，镇党委书记祁军领学“微课堂”
第一课，围绕如何学深党史、如
何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如何将党史
学习成果转化在实践上进行了
生动的领学。

以清明节为契机，该镇开展
“学党史助力春防行动”主题实践
活动，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及党员，
及时向广大居民宣传清明节绿色
文明祭扫理念、森林防火重要意
义和安全注意事项，鼓励居民摒
弃清明祭祀烧纸钱等陋习，树立
现代文明的祭扫观念和森林防火
安全意识。

3月 26日，榆阳区文艺工作
团开展了以“学百年党史、悟奋斗
初心”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讲座，邀请了榆阳区委党校校务委
员、高级讲师叶晔丽讲《光辉百年
历史》。

叶晔丽以“学习党史的重要意
义、学习党史的百年历程、学习党
史的目标要求”三大内容为大家讲
解了中国共产党光辉的百年历史。

党支部书记、团长孙长贤表
示，文工团要把党史学习工作摆上
重要日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规定学
习和自由选择等形式多样的党史
学习教育。

（记者 吕晶 强继霞 通讯
员 马磊 杨钚涵）

松柏凝翠，细雨蒙蒙。4月1
日，榆林传媒中心采访党支部、横
山区委宣传部党总支、横山区殿市
镇机关支部等联合开展“重走红色
革命路 重温党史守初心”主题党
日活动。50多名党员代表通过参
观革命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听党
课、开展党建林植树活动、聆听时
代楷模故事等多种丰富形式，实地
学习党史，重走红色革命路。

在横山起义纪念馆，大家深
入了解了横山起义的历史功勋。
从一幅幅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
资料和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迹
中，深切感悟革命先辈矢志不渝
的坚定信念、永不懈怠的崇高精
神，以及一心为民的伟大情怀；在
殿市镇白家湾村横山县委旧址，
大家举起右拳，面对党旗重温入
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初心、增强党

性。在随后进行的“红+绿”党建
林植树活动中，大家共植“初心
树”，共育“党建林”，既践行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又
突出了“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植树造林共建生态文明”的观念。

当天，大家还在榆林传媒中
心党委副书记王浩的带领下，深
入学习和重温了榆林早期建党历
史，进一步认识到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党员，今后
我将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在全媒体融合发展当中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为榆林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我们的新闻力量，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榆
林传媒中心采访党支部组织委员
魏丽娟说。

图为党员们在横山县委旧址
重温入党誓词。

追寻红色记忆
本报讯（通讯员 任彩艳） 3

月31日，榆阳区新明楼街道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
及退役军人走进榆林市烈士陵园，
上了一堂情景式党课。

在烈士纪念碑前，全体党员干
部肃立默哀，深切缅怀革命烈士，
对牺牲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和无限的哀思，面对鲜红的党旗庄
严宣誓，以铿锵有力的宣誓声，表
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
和决心。随后，大家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参观了革命英烈纪念馆。

“去年赚了10万多元，这几天
又收入4万多元，羊场真办好了！”
村会计拓义发一边核对账目，一
边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春天是陕北卖羊的旺季，经
过近半年的精心饲养，我们村的
羊羔长得又肥又壮，前来购买的
客商络绎不绝。担任子洲县麦地
山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年多，
看着村集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
我心里很欣慰。

2019 年，在县财政的支持
下，麦地山村建起了羊场，村民们
很热心、很上心。可运营一年多
来，个别村干部把亲友安排在羊
场工作，羊场经营没啥起色，村民
开始有些意见了。

到任后，我首先一家一家坐
下来了解情况。“村集体经济收入
分配不公。”“饲养员不是大家选出
来的，工作不负责，一个冬天就冻
死了20多只羊。”……羊场经营面
临的问题不少，这可急坏了我。

要重聚人心，就得从整顿群
众意见最大的羊场入手。召集起
村干部开会后，我建议重新推选
能力强、做事公允的人担任羊场
饲养员。隔天，村民们坐下来投
票，村里原来的会计韩秀生得票
最多。可当我上门动员时，韩秀
生却一口回绝：“我不怕累，就是

怕干不好，老乡们戳我脊梁骨。”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作

出承诺：在羊场的经营中，都别顾
虑乡里乡亲的面子了，谁发现村
干部任人唯亲，就直接向乡里举
报。光口头承诺不成，还要拿出
实际行动来：羊场的日常事务、收
支情况，我们定期向全村公开，接
受村民们监督。一段时间后，感
受到风气变化的老韩主动找到
我，愿意担任饲养员。老韩为人
正派，管理羊场尽心尽力、任劳任
怨，羊场开始扭亏为盈。

趁热打铁，我和村干部、村民
代表商议，利用村里空闲的滩地
种了 200 亩青草；我们村干部有
空时就帮老乡们翻地，老乡们把
剩余的玉米秸秆送给羊场。算下
来，一年能节省饲料成本20多万
元。很多村民主动说想法、提建
议、出劳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羊
场焕发了生机，村庄更是增添了
活力。

要想改变村里的涣散状态，
就得从村民最关心的问题改起。
羊场管理的小小改变，带来了村
庄人气的复苏。以真心诚意换来
村民满意，鼓励大家真正参与村
级事务的管理、监督，就能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乡村振兴的
路上，跑出麦地山村的“加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 康亮亮 何雄
雄） 近日，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分别深入峪口便民服务中心、金
明寺等地，召开集体廉政教育会，
为新任村干部拧紧廉洁“弦”。

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根据
近年来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存
在的主要问题，重点选取基层党
组织中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违
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挪用村集体
资金、破坏环境领域、违建问题等

方面的具体违纪案例进行深入剖
析。通过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
警示新任村干部引以为戒，在新
岗位上廉洁自律，沉下心思、扑下
身子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据
悉，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采取
强力举措，对反映村（社区）“两
委”干部候选人的信访件实行限
时专办制度，共审核干部候选人
4866人，经核查后及时向组织部
门反馈32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沁逸）
连日来，府谷县统计局通过党史
学习，修订完善机关制度，严格执
行重大问题报告制度，坚持“三会
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等
制度，集中排查和全面梳理廉政
风险点。

该局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警
示教育和家风家德教育，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统计干部队
伍。制定工作计划，落实防控措
施，形成以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
局面，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党员干
部心中，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
环境中工作生活。以“两个维护”
实际行动继续保持反腐败斗争高
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锲而不舍纠治“四
风”，推动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
洁的新风正气。

府谷县统计局

集中排查梳理廉政风险点

本报讯（通讯员 杨娟） 近
日，清涧县折家坪镇严格落实奖
惩制度，对在工作中履职不力，造
成一定影响的集体和个人严肃问
责；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取得一
定成绩的集体和个人进行奖励。

同时，该镇进一步规范财务

审批程序，推进专项整治。严格
落实“八项规定”，坚决抵制“四
风”，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扎实做好信访稳控工作，特
别是换届后的稳控调处工作，做
到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村，以和
谐换发展。

清涧县折家坪镇

强化制度建设 严格落实奖惩

本报讯（记者 陈静仁 通讯
员 马凯凯） 4月2日，榆阳区驼
峰路街道兴中路社区组织党员干
部利用“烈士陵园清明祭英烈平
台”，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云祭扫”
主题活动。

活动中，大家跟随社区第一
书记任佳佳的讲解及云平台的
展示，进入烈士陵园。来到烈士
纪念碑前，全体肃立并默哀，随

后参观了革命英烈纪念馆和墓
区。在感动榆林年度人物、烈士
苏万飞同志的墓碑前，大家追忆
他的事迹，被他践行边防军人保
家卫国使命，以及能吃苦、能战
斗、能奉献的美德和风貌深深感
动。虽然大家没能到现场为英
烈祭扫，但并不影响寄托哀思，
缅怀和学习英烈们舍己为国的
理想信念与精神。

“云祭扫”寄哀思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佳县纪委监委

为新任村干部拧紧廉洁“弦”

羊场复苏背后的乡村治理
张强

全市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中铁西安局榆林车辆段青年职工在榆林市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吕晶 摄

重走红色革命路 重温党史守初心
——榆林传媒中心采访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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