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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系统多措并举加强学校党员队伍教育管理

打造一支党性强能力优作风硬的党员队伍
近年来，安居区教育系统把加强和改

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作为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的基础工程来抓，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党性教

育关、日常管理关、不合格党员处置出口

关，努力提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着力打造一支党性强、能力优、作风硬的

党员队伍，努力提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水

平。

健全组织机构 理清党员身份

安居区教育局通过印发《关于规范学

校党组织和党组织成员设置的通知》《关

于做好基层党组织“两个全覆盖”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新建聚贤幼儿园、拦江镇

幼儿园、团宝小学、责任督学等党支部 4
个，撤销调整马家小学、横山中学教育集

团等党支部 8 个，组建安居一幼、安居二

幼等联合党支部 9 个，集中换届党组织 81
个，选派党建指导员 30 名，选举党务工作

者 272 人，全区 120 所学校实现党的组织

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同时，全区各级各学校通过深入开展

“两线双查找”工作，按照“工资花名册为

主线、党组织关系为辅线”思路，全面开

展“党组织找党员、党员找党组织”排查

活动。排查教职工 5000 余人，查找到党

员（含预备党员）1690 名，其中，流动党员

100 名，退休党员 184 名，失联党员 27 名。

通过集中转接组织关系，将系统各类党员

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对于极个别未按

规定交纳党费和参加组织生活的不合格

党员，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妥善

处理。

开展行风治理 强化党性教育

安居区教育局及各级各学校采取集

中学习、专题学习、主题讨论、个人自学

等方式，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

丰富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举行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学

习 120 校次；持续开展“清淤”专项行动和

“坚定跟党走、展示新形象”行风治理，重

点对“三乱”行为、在编不在岗、师德师风

等 10 个突出问题进行整治，开展明察暗

访 10 余次，解聘教师 1 人，行政处分党员

教师 6 人。

同时，以“集中培训”为重点，严把党

员教育关，坚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三会一课”和党课有机融合，把“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志愿服务、集中宣

誓等融入“主题党日”活动，带头开展“做

合格安居人，为安居增光添彩”大讨论。

今年以来，全区各中小学校举行主题党日

活动 4 个，召开组织生活会 78 校次，民主

评 议 党 员 1600 余 人 次 ，开 展 交 心 谈 心

2000 余人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余坤洋）

安居区

实验操作和体育学科水平考试结束

本报讯 5 月 11 日，安居区 2018 年初中毕业理科实验操

作考试和体育学科水平考试在安居一中考点圆满结束。全

区 26 所学校 3382 名初三学生顺利完成考试。

本次考试为期 8 天，因为天气多变，给考试带来一定影

响，区教育局根据考试应急预案，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消除

天气影响，保障考试顺利进行。考试中，各位考试工作人员

尽职尽责，严格执行考试纪律，组织好考生考试，考场秩序

井然。这期间，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区招办主任段学军多次

到安居一中考点巡视检查，严明考试纪律，确保考试公平公

正。

据了解，安居区教育局高度重视 2018 年全区初中理科

实验操作考试和体育学科水平考试，指导督促各股室和安

居一中考点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制定了完备的考试工

作方案。 （余坤洋）

白马幼儿园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本报讯 近日，白马幼儿园邀请白马派出所干警来园进

行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进一步提升教师、幼儿、家长的

消防安全意识。

活动中，干警针对近期发生的溺水事故、交通安全事故

等多个真实案列展开话题，从防溺水、防火、防电以及防拐

卖的安全教育几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知识讲座。还为大家演

示了灭火器“一摇”“二拔”“三喷”的使用方法，讲解了逃生

过程中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前进的逃生小技能。

据该园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是为了向在园幼儿、家长、

教师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传达了正确的消防安全理念，对提

高消防安全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余坤洋）

平宁小学

积极争创省级特色学校

本报讯 5 月 8 日，平宁小学聘请安居区棋牌行业协会会

长、国家二级裁判员、国家初级教练员尹富民来校指导中国

象棋教学。

在六年级教室里，尹富民向同学们介绍了象棋的起源、

象棋礼仪和象棋文化，还和同学们一道推演了象棋经典残

局。尹富民博学多识，讲解风趣幽默，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学

们，大家争相提问，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据悉，平宁小学是区象棋特色学校，象棋教学初显成果，

在不久前的“江阴周庄”2018 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

棋王赛预选赛中，平宁小学 3 名小选手取得第 8 名、13 名和

14 名不俗成绩。尹富民来校指导象棋教学，标志着平宁小

学在争创省级中国象棋特色学校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余坤洋）

5 月 15 日，区人民医院“服务百
姓健康行”大型义诊活动走进玉丰
镇，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
医疗服务。

现场一 专家义诊 群众说欢迎

“你晓得不，区人民医院的专家们要

到我们玉丰街上开展义诊活动。”得知区

人民医院的专家们要到玉丰镇开展义诊

的消息后，当地群众早早地来到位于玉丰

镇卫生院的义诊现场等候，到上午 9 点 30
分义诊活动正式开始时，众多群众让卫生

院门前的街道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

据了解，此次在玉丰开展的“服务百姓健

康行”大型义诊活动，医资力量雄厚，参

加义诊的有五官科、内二科、五官科等科

室专家和医护人员，携带听诊器、血压

计、小型治疗仪等常用医疗器械，热情为

患者诊治、解答咨询、发送健康教育资

料。活动中，医务人员热情地接待每一位

群众，逐一认真地进行检查、诊断，耐心

细致地解答患者的疑难问题。

家住玉丰街上的王大妈，经区人民医

院五官科副主任蒋林的细致检查后，初步

诊断患有白内障，他让患者记住他的电

话，叫她抽空到区人民医院作进一步诊

断，不能相信医药广告乱投医乱吃药乱治

疗，一番话说得王大妈不停地点头称赞

说：“您的嘱咐和市上大医院专家讲的一

模一样，想不到在家门口都能看到大医院

的专家，让我们觉得放心、贴心、舒心，感

谢你们啊。”看到现场热闹的场面，看到
老百姓那期盼的神情，参加义诊活动的其
他医生纷纷表示，能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好
事，再苦再累他们都开心。

现场二 对症下药 群众夸满意

当天上午 11 点 30 分，4 岁的何兴瑞小

朋友从幼儿园一放学，接她的爷爷就径直

带着她来到参加此次义诊的儿科专家王

代华面前。“专家，你给我孙儿看看，每年

的这个时候娃娃身上都开始起红点，日子

长点还会感染到全身。”在经过询问观察

后，王代华告诉大爷说，你家孙儿患的是

湿疹，这个是儿童常患的皮护问题，大爷

你不用紧张，去药店买些类固醇类药膏或

霜剂使用。得知孙儿身上的红点并无大

碍后，何大爷在连声道谢，“在生活中让

小朋友多注意避开刺激湿疹的因素，尽量

少食用辛辣食物。”王代华嘱咐说。

义诊现场，在给一位近 80 岁高龄的居

民检测血压时，发现该居民血压很高，收

缩压已达 190 多，通过询问，老人之前并

没有做过身体检查，对自己的病情也一无

所知，医生建议她及时做治疗。专家们在

义诊中发现，前来看病的多为当地老年居

民，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及时去医院做

检查和治疗，义诊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诊

疗建议。据统计，当天的义诊活动共接待

就诊咨询群众 300 多人次，开出处方 100
多张，“来的都是专家，但是却没有专家

的‘架子’，发现出病情后可以准确地对

症下药，给我治疗建议，我们群众很满

意。”区人民医院专家团队优质的医疗服

务让玉丰镇的群众倍感温暖。

“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一次

通过义诊，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安居区

内整个乡镇以及贫困村，将医药通过这种

方式送到老百姓的手中，更好地为老百姓

的健康服务。”区人民医院体检科、宣传

科主任黎勇向记者介绍，“服务百姓健康

行动”活动是医院为老百姓送健康到家门

口的一项服务活动，旨在进一步解决乡镇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让老百姓能

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当天，医院内二科、康复科的专家还

借此机会就基层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等相

关知识对玉丰镇乡村医生进行了培训，进

一步帮助乡村医生提高专业技能，满足广

大百姓就医需求。

（王超）

日前，拦江初中举行了第十届黄桷文

化艺术节，进一步弘扬黄桷文化，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本次黄桷文化

艺 术 节 规 模 宏 大 、异 彩 纷 呈 ，有 书 画 展

示、现场才艺展示、文艺汇演等，为在场

观众呈上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文化视

觉大餐，舞蹈《花开盛世》喜庆宏大；《红

领巾》《狐假虎威》充分透露出孩子的活

泼可爱；原创作品《回家、我要回家》深刻

表达出留守孩子对父母的呼唤，感动了

全场观众；国学经典朗诵《三字经》《黄桷

赋》《唐诗新唱》让国学走进同学们的生

活 ，再 一 次 唤 起 大 家 对 传 统 文 化 热 情

……艺术节上，学校还对第二届“最美黄

桷之星”“最美黄桷少年”隆重颁奖，又一

次激发了广大师生弘扬黄桷树精神，争

做最美教师、最美学生的热情与激情。

余坤洋 摄

本报讯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个防灾

减灾日，主题是“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

灾害风险”。5 月 7-13 日防灾减灾宣传周

期间，区人民医院组织开展了丰富的社会

宣传和网络宣传活动。

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医院在门诊 LED
显示宣传标语、制作防灾减灾宣传展板、

召开防灾减灾专题培训会，医院保卫科

还将组织一次防灾减灾应急演练、安全

生产办公室还将联合后勤、保卫、医务对

全院开展一次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排查，

将排查结果如实登记入册并及时制定整

改措施。

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后医院将此项工作常规化，进一步丰富活

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提高全院人员防

灾减灾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自救互救疏

散救援的能力，保障全院人员的生命财产

安全。

（王超）

区人民医院召开政治学习会
传达全区科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讲话精神

本报讯 5 月 14 日，区人民医院召开政治学习会，专题

传达学习科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讲话精神。

会议重点传达学习了雷云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几点要

求，并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川篇”丰富内涵，准确把握省委“十个指明”实践要求；要

深入研究事关治蜀兴川全局六个方面重大问题，坚决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建设美丽

繁荣幸福安居，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抓好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坚定不移

打好“三大攻坚战”，坚定不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聚

焦学通、弄懂、做实，扎实推动“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落地落实。聚焦“学懂”开展大学习，不断升华思想认识、

提升自身素养、增强工作本领；聚焦“弄通”开展大讨论，围

绕六个问题、六个新作为，思考下一步怎么看、怎么办、怎么

干；聚焦“做实”开展大调研，让调研成果真正体现实际、反

映实情、解决实事，为科学决策服好务。

会议结合医院相关工作要求，一是深入学习精神内涵。

要把学习好、贯彻好读书班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

重要政治任务，全面把握精神实质，吃透核心要义；二是深

刻认识“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的重大意义。要以此为契

机，强化学习、提升内涵，凝心聚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推动

医院高质量发展；三是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定把全

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增强党内监督，强化党风廉政和行业作风建设；四是

强化贯彻落实。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市、区

及区卫计局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结合医院各项工作实际，

扎实推动读书班精神落实落地。 （王超）

区人民医院党总支
开展2018年“三分类三升级”党员评议会

本报讯 近日，区人民医院各党支部陆续组织召开了

2018 年“三分类三升级”党员评议会。

会上，各支部书记强调，要切实加强党支部建设，增强党

支部服务大局的意识，增强与时俱进和实践创新的能力，提

高党组织的影响力。要积极奋进，争创先进党支部。紧接

着，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全体党员对党总支从党组织带头

人、工作思路、工作制度、活动阵地、保障机制、工作业绩、群

众评分方面进行了民主评议。

经民主评议表决，大家一致认为，院党总支在完善党员

管理、落实“三会一课”、细化落实支部制度、遵守换届纪律、

精神文明建设、群团工作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符合先进

党支部标准。

会议强调，2018 年全院党员干部要按照深入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要求，以个人综合素质提高促进支部党建水平提升，确

保院党总支继续保持先进性。 （王超）

区人民医院到玉丰镇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区人民医院开展“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

拦江初中举行第十届黄桷文化节拦江初中举行第十届黄桷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