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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上午，全市提高县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量工作交流会在修武县召开，研究探讨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会上，修武县介绍了中心组学习经验，山阳区、市公安局和焦作河务局作了交流发言。现将与会发言摘要编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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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委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宣传部
长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制度规范和质量提高”试点
建设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有机统一，在实践中摸索经
验，在创新中提升水平，促进学习入脑
入心、见行见效。

高位谋划，高效推进。县委主要领
导统筹谋划，县委宣传部具体落实，将
试点建设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定位、高质量推进，制订《中共
修武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规范
和质量提高试点建设工作方案》，理清了
工作思路，明确了努力方向。

创 新 形 式 ， 完 善 机 制 。 搭 建

“11558”用心学习法试点建设工作框
架，即“1 个议题、1 个台账、5 个结
合、5 个统一、8 个制度”。“1 个议
题”，就是建立县委常委会“第一议
题”机制，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作为每次县委常委
会第一个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
修武落地生根。“1个台账”，就是科学
制定学习台账，明确扶贫、环保等规定
学习动作，丰富美学、经济等自选学习
动作，做到科学统筹、有的放矢。“5
个结合”，就是坚持集中研讨与个人自
学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
上来与走下去相结合、理论宣讲与专题

调研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不断
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
性。“5个统一”，就是统一配备专属学
习本、统一编发学习资料、统一量化学
习内容、统一配发学习书籍、统一组织
专题培训，确保学习有保障。“8 个制
度”，就是建立学习组织制度、学习秘
书制度、集体研讨制度、学习考勤制
度、个人自学制度、报告通报制度、专
题调研制度、述学考核制度，以制度确
保学习效果。

同时，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前来授课，
并将学习对象扩大到全县各级党员干
部；组织领导干部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
为县域美学经济的修武探索加油提速。

创新学习方法 提高学习质效
修武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市公安局党委坚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
党、治警要求，把加强和改进党委理论
中心组学习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强化党
建引领和成果转化，推动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三个坚持”为导向，保证“学得
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把准学习方向。坚
持以服务服从社会发展大局为中心，校
准学习坐标准学习坐标。。坚持以推动公安工作高质坚持以推动公安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重心量发展为重心，，瞄准学习短板瞄准学习短板，，用学到用学到
的先进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先进理论指导工作实践。。

““三个强化三个强化””为路径为路径，，保证保证““学得学得
实实”。”。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党建引领，，坚定政治方向坚定政治方向。。

组织开展基层党建“规范提升年”“巩
固提升年”活动，不断夯实基层党建基
础。强化围绕中心，着眼工作大局。围
绕中央、省委、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和
重要会议精神，聚焦中美贸易摩擦、公
安改革、扫黑除恶、大气污染防治、

“四城联创”等，集中学习研讨，强化
政治担当。强化从严治学，建立长效机
制。把理论学习作为一项党建重点工
作，纳入常态化党建考核中，对直属各
党委中心组学习进行专项打分考核，以
考促学，压实责任。

““三个抓好三个抓好””为手段为手段，，保证保证““学得学得
常常”。”。抓好常态学习抓好常态学习，，建立完善党委中建立完善党委中
心组月学习制度心组月学习制度，，以党委中心组学习以党委中心组学习
（（扩大扩大）） 会的形式会的形式，，将学习范围扩大到将学习范围扩大到

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抓好形式创新，
建好学习阵地，通过微博、微信等平
台，及时刊登中心组理论学习成果；
利用高校资源，委托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人民公安大学等高校举办专班
培训 10 期，培训 600 余人；挖掘自身
潜力，举办专题培训班，组织各级党
组织书记及党务工作者参加培训，进
一步提升理论学习带头人的理论素
养。抓好学习保障，近两年来，先后
利用留存党费购买了相关书籍和音像
制品，确保全体党员民警学到最新的
理论、最新的精神，做到了思想紧跟
核心核心、、学习围绕中心学习围绕中心、、工作明确重工作明确重
心心，，切实切实打牢高举旗帜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听党指挥、、
忠诚履职的思想根基忠诚履职的思想根基。。

保证学得准学得实学得常
市公安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山阳区委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以提高县级党委 （党组） 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量试点工作为契
机，精选内容，丰富形式，努力提高
中心组理论学习的实效性。

提升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
一是列好“第一议题”。以政治学习为
根本，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列为中心组学习“第一议
题”，读原著、学原文、听原声、看原
影、悟原理，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入眼入耳、入脑入
心。二是履行“第一责任”。区委书记
李建超认真履行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
人职责，亲自审定学习计划，主持集

体学习研讨，为各级党员干部树立标
杆。三是作为“第一要务”。将学习作
为“第一要务”和终身课题，进一步
提升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

强化载体建设，搭建学习平台。
开设“山阳大讲堂”，今年上半年推出

《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等四期
六场大型专题讲座。开设“山阳发展
论坛”，邀请专家与中心组成员交流研
讨，把理论学习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推动山阳区破解发展难题。5
月份，邀请中央党校专家举办了“中
美贸易战与企业经营”论坛，为全区
经济工作和企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较
强的意见建议。举办“山阳夜学”，

采取“主会场+分会场”的形式，由
区委书记点题，定期安排县级领导和
区直单位负责人谈理论、交流业务，
促使全区领导干部真正做到站起来能
讲、坐下来能写、下基层能干。

半年来，山阳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共组织开展学习 9 次，理清了发展
思路，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中心
组成员共撰写理论文章、调研报告40
余篇，理论指导实践成果日益显现。
1～5月份，山阳区各项经济指标均居
城区前列，一季度全市项目观摩获得
城区组第一名，全市“一赛一节”上
海招商成功签约项目13个，签约金额
合计84亿元。

扛责任 建载体 活形式
山阳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焦作河务局立足于建设学习型单
位、学习型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推进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

坚持“五个注重”。注重健全制
度，制定了《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
度》《干部职工政治理论业务学习制
度》《党员集中学习制度》等。注重形
式规范，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采
取自学、集中学习、轮讲领学、听取
辅导报告、学习研讨、观看电教片等
形式进行学习。机关党委每月提前发
布当月学习内容及重点，做到““前期前期
自学打基础自学打基础，，集中组织再深学集中组织再深学”。”。注重注重
领导示范领导示范，，党组书记带头学习党组书记带头学习、、带头带头

发言、带头调研、带头撰写学习体
会。注重结合业务，紧密联系焦作治
黄工作实际，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章》《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注重学
用结合，局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局党组
重要决策部署及重点工作等开展专项
调研，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举办“五大课堂”。举办党校提质
课堂，连续多年在焦作市委党校举办
领导干部“强党性 提素质 促发促发
展展””培训班培训班，，对党员干部进行全方对党员干部进行全方
位素质能力培训位素质能力培训。。举办党性修炼课举办党性修炼课
堂堂，，开展提升党性修养专题培训开展提升党性修养专题培训，，
学习大别山精神学习大别山精神、、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红船红船
精神精神、、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让党员干部接让党员干部接

受红色教育。举办党员实境课堂，重
点围绕“身边工作、身边榜样、身边
案例、身边故事”，让现场变课堂、
素材变教材、讲解变互动，引导党员
干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革新和自我
提升。举办掌上红色课堂，制定“学
习强国”管理激励考核实施意见，在
电 子 政 务 系 统 开 设 “ 党 员 学 习 园
地”。举办业务骨干课堂举办业务骨干课堂，，开展开展““业业
务骨干大务骨干大讲堂讲堂””和和““青年干部轮训青年干部轮训””
活动活动，，在机关每个楼层设立在机关每个楼层设立““读书读书
角角”，”，为党员干部提供多种政治理论为党员干部提供多种政治理论
学习资源和资料学习资源和资料，，促使党员干部善促使党员干部善
思善思善学善悟学善悟，，做到学思用贯通与知信做到学思用贯通与知信
行统一行统一，，不断推进焦作治黄事业迈上不断推进焦作治黄事业迈上
新台阶新台阶。。

推进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焦作河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讣 告
我夫杨传科，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9日凌晨4时

不幸逝世，享年84岁。兹定于7月13日8时30分，在市殡仪
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其生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

妻：刘静宜 携
长子：杨树明 媳：魏丕华 孙女：杨光 婿：孙博

重外孙女：孙怿杨
次子：杨树亮 媳：王静芳 孙子：杨泽群
长女：杨树新 婿：王保阳 外孙：王伟超

泣告

学懂弄通做实 把中心组学习抓得更牢更好
——全市提高县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量工作经验交流会发言摘要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
思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
想表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
将择优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
撞思想的火花。
来稿邮箱：jzrbs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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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市某中学文科
重点班的应届毕业生近日联手
发布暑期精品课程招生广告，
在社会上引发争议。参与举办
培训班的十多名学生包括今年
福建省高考文科第 2 名、第 3
名、第4名和第8名，均被北京
大学预录取，该暑期班可以说
是名副其实的“高考学霸培训
班”。对此，有网友认为孩子能
近距离接触学霸，机会难得；
也有网友指出学生自行组织培
训无资质、不合法；还有人觉
得 这 些 高 分 学 生 急 于 将 知 识

“变现”，太急功近利。对此，
你怎么看？

【观点1+1】
@奥特曼小豆豆豆：能力

强就自然有市场，不过办培训班
一定要具备资质，保证安全和质
量。

@悦眉潇生画：学霸招生
可以有，但一定要具备办班资
质，同时要办好相关手续，确保
培训班的合法性。

@不知潇湘在何处：高考
学霸办培训班是一个很好的尝
试，不仅能丰富孩子们的暑假
生活，还能锻炼他们的能力，
为 这 些 心 怀 梦 想 的 孩 子 点 个
赞。

@清宵听雨夜梦归：同龄
的学生之间往往有更相似的感
受和更多的话题，相信学霸的
辅导能让参加培训的学生受益
匪浅。

@益昌人：中学学霸办培
训班，开启了学生创业的新模
式。只要允许，手续齐全，还是
应该大力支持的。

@风开季节：学霸之所以成

为学霸，总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如果能够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分
享，相信会有不少人感兴趣。办
培训班，确实不错，但需要经过
批准，做到合法、合规，才能减
少争议。

@zjtlove：学霸利用假期
办班，增加社会经验，出发点是
好的，但不宜过于商业化。如果
从公益的角度出发，参加一些社
区或志愿机构的活动，通过公益
组织让更多学霸分享其经验，这
样或许更有意义。

@kellykeron：学霸招生，
有利也有弊，一方面，确实能为
其他学生带来有用的经验，另
一方面，急于把 知 识 变 成 收
益，恐怕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
仅需 要 学 生 的 自 律 ，更需要
社会的正确指引，千万别走偏
了。

【下期话题】

“膀爷”出没
公园里，光着上身走路或跑

步；大街上，光着膀子骑电动车
呼啸而过；夜市上，脱下上衣和
朋友吆五喝六……这样的场景，
在市区不难见到。盛夏时节，街
头“膀爷”颇为扎眼，让不少女
性感到尴尬甚至厌恶。今年夏
季，国内不少城市已对“膀爷”
行为开始整治。对此，你怎么
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
注《焦作日报》官方微博：@
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
者 王水涛

【今日话题】

学霸招生

基础设施类

红 榜

■市绿化队加大游园黄土裸
露整治，对五孔桥北游园进行复
绿和补植，共计2300平方米，清
理垃圾12立方米。为市民提供干
净、整洁的游园环境。

责任单位：焦作市绿化队
责任人：赵勇 （焦作市绿化

队队长）
■解放区环卫处新建、改造

公厕进度快、质量高，所辖50座
公厕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标准 （其
中一类公厕7座），日常管理干净
卫生、无异味。

责任单位：解放区环卫处
责任人：芦奇 （解放区环卫

处党委书记、主任）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上白作

村文明巷，基础设施齐全，维护
到位，环境卫生整洁，毒饵洞设
置规范。

责任单位：解放区上白作街
道办事处

责任人：王建军 （上白作街
道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东方红街道市委东
巷，地面平整，墙体整洁，宣传
氛围浓厚，整治标准高。

责任单位：山阳区东方红街
道办事处

责任人：孟国平 （东方红街

道党工委书记）

黑 榜

■山阳区艺新街道群英新村
社区群英小区楼南公厕无制度上
墙，周边有空啤酒瓶等杂物堆
放，毒饵洞设置不规范。

责任单位：山阳区艺新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秦金玲 （艺新街道
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中星街道桶张河村
委院前绿化多株苗木枯死，杂草
丛生，村内厕所卫生不达标且设
施不到位。

责任单位：山阳区中星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王晓波 （中星街道
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焦东街道松鹤园社
区水泥厂家属院公厕脏乱差，未
达三类标准。

责任单位：山阳区焦东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黄社奇 （焦东街道
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艺新街道群英新村
社区居民委员会一楼公厕男女混
用，厕内垃圾堆放。

责任单位：山阳区艺新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秦金玲 （艺新街道
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百间房街道中北街
小区B8公厕防蝇帘断口，洗拖把
池子堵塞，厕所前生活垃圾堆放
如山。

责任单位：山阳区百间房街
道办事处

责任人：郑仁军 （百间房街
道党工委书记）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上市公司新城控股董事长王
某某涉嫌猥亵9岁女童，在上海
被采取强制措施。其行径肮脏龌
龊，令人发指。

对于在本案及类似案件中受
害的孩子，我们想对你说：孩
子，我们和你，还有你的亲人在
一起。孩子，请你相信，坏人一
定会被依法严惩；这个世界一定
会对你们报之以公平正义。依法
惩恶、斩断魔爪，就是对孩子最
大的爱。

为了孩子，我们一定要打破
砂锅问到底：王某某是否有侵害
猥亵儿童的前科？如果有，那么
此前的恶行为什么没有被发现？
是涉事儿童和家长被威逼利诱
了，还是这个王某某有足够的能
量摆平？“中间人”周某某的犯
罪过程是如何联系、对接的？周
某某是否是惯犯、是否是违法犯
罪团伙的一员？“提供”女童给

王某某猥亵，背后是否存在非法
利益输送的链条？

我 国 刑 法 第 237 条 明 确 规
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
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
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
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我们必须要用更健全的制
度、更有力的保护，让恶人的魔
爪远离孩子。

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已经在
建立“黑名单”制度，限制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的从业范围。
有的地方，已经建立侵害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同时拟在教
育、医疗、训练救助等与未成年
人密切接触行业开展入职审查
时，对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
害违法犯罪记录情况，进行强制

查询。
儿童离“兽行”有多远，取

决于法律的威严有多大、执法的
力度有多强。着眼于给孩子营造
一个安全、美好的世界，我们不
仅要让本案涉案犯罪嫌疑人受到
法律严惩，更值得以本案为契
机，强化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犯
罪案件的打击力度，为孩子们织
就更加安全的网络。

孩子，你背后站着的，是社
会的正义、法律的威严。这些都
会成为你成长道路上的守护神。
孩子，别怕！

孩子，别怕！
□新 华

视而不见。 徐 骏 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