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思想上坚定干部理想信
念，行动上用平台砥砺干部成长，
优化体制机制、注重“严管”“厚爱”
结合也是龙岗区作风建设宏图中
无法忽视的一抹亮色。

龙岗优化干部嘉奖激励机
制。龙岗区出台《龙岗区区管单
位及干部嘉奖激励制度》《龙岗区
嘉奖令实施办法》，对嘉奖令的颁
发、干部嘉奖奖励的评选流程及
监督管理、成果运用等事项进一
步优化，提高了干部嘉奖奖励“含
金量”，激发出干部强烈的干事创
业热情。两年来，大约有两百多
名干部获得嘉奖奖励，其中 22名
干部获得提拔重用并担任处级以
上职务，38名正科级干部被列入
区管领导班子副职后备干部，发
挥了极大的正面引导和激励作
用。该做法也得到上级和群众一
致认可。

龙岗满怀热情关心关爱干
部。区领导会定期与区管干部谈
心谈话：张勇书记每半月组织“书
记午餐会”，与部分社区党委书记
座谈，听取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工
作开展情况，关心基层干部的成
长，而区委组织部每周安排半个工
作日与干部谈心谈话，每年与所有
区管干部谈一次话，及时掌握干部
思想动态和工作情况，为干部加油
鼓劲。改进干部保健机制：根据干
部性别、年龄、常见慢性病等情况
制定体检套餐，将干部心理健康纳
入体检项目，对干部早期心理健康

问题及时疏导、预防。丰富干部职
工文体生活：支持群团组织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加强对重病和特困党
员慰问，助干部渡过难关。

龙岗不断强化干部监督管理
制度建设。例如制定了《龙岗区公
职人员在职及离职后从业限制管
理办法（试行）》，对全区公职人员
实施在职及离职后从业限制管理，
相关做法被市委《信息快报》刊发；
出台了《龙岗区公职人员诉求行为
规范管理办法（试行）》，教育引导
公职人员正确表达合理诉求，推动
诉求就地解决。

龙岗坚决惩治不担当不作
为。龙岗区出台《龙岗区加强作
风建设强化无为问责实施意见》
《龙岗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
导干部实施办法（试行）》等，综合
运用提醒函询诫勉、无为问责、能
上能下等措施，狠抓干部作风、纪
律、规矩，打赢对不担当不作为的

“阻击战”。据统计，2018年 1月~
10月，龙岗对 30余名干部进行问
责，对其中 5人进行全区通报；参
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 41宗，问责
安全生产领域履职不到位的责任
人5名。

龙岗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坚决
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反“四风”不
止步……

“我担心办不完，特意问了一
下，中午 12点是不是要下班？工
作人员跟我说，延时服务，办完为
止。”2018年的一个夏天，在宽敞洁

净的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当听说
服务全面延时、连午饭时间也不停
歇时，市民赖女士连称“这样的服
务让人幸福感十足”。而这，只是
龙岗区转作风振士气、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氛围、全面提升为人民
服务水平的一处缩影。

“2018年前三季度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3100.06 亿元，同比增长
11%。GDP总量在深圳各区中排
名第二，增速排名全市第一。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继续领跑全
市，总量、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
这是数据层面反映出的，良好作风
驱动下，龙岗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
另一个例子。

纲举目张，箭无虚发。有媒体
和专家评价，“作风建设提升年”行
动以来，龙岗对党绝对忠诚的基础
进一步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立
场进一步彰显；勇于作为敢于担当
的精神进一步弘扬；落实东进战
略、打造“六个高地”的责任感、使
命感、紧迫感进一步增强。

新时代有新气象，新使命呼唤
新作为！作风建设既要多管齐下，
也须坚持不懈。张勇多次强调
——作风建设要持续提升，“东进”
攻坚非一年可以完成。如今，在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最强音感召
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关键之年，龙岗乘
着“东进”的东风，以“永远在路上”
的若谷虚怀，奋力书写着深东大地
的华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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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篇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再出发的号角声中
龙岗区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力促“东进”攻坚

转变作风提振士气
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
侨报融媒记者 董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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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己不正，焉能正人’。”

2018年是龙岗“作风建设提升年”“东进战略攻坚年”。为了以作风促实干，2018
年3月，龙岗区召开“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动员大会，出台作风建设提升20条，并成
立以区委书记张勇为组长，相关领导纷纷在列的行动领导小组——以全覆盖、无死
角、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强力推动干部作风“六解决、六提升”。

于是——强化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常态化抽调干部
下沉一线参与土地整备征地拆迁，建立48个区直单位领导班子“进社区、察民情、促
发展”长效机制，安排全区155名社区后备干部到区直单位跟班学习，优化干部体制
机制……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再出发的“隆隆”号角声中，龙岗区围绕作风建
设，打出了一套转变作风、提振士气的“组合拳”，为加速建设“六个高地”、勇当深圳
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排头兵打下了坚实根基。

坚定思想信念是干事创业的前提。
一年来，龙岗区不断加强理论学习落实

“第一议题”。区委以上率下，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
一议题，到 2018年 10月，区委常委会共计 22
次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每次召开党委（党组）
会议都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内容，由组织部门不定期检
查。广大基层党组织则结合实际，开展多样化
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例如，依托区、街道、社
区（园区）近200个新时代大讲堂，常态化开展
书记上党课、专家学者授课等活动。再如区级
十九大讲习团、‘基层党员诵谈十九大报告’
等活动。总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党员干部头
脑，增强建设良好作风的政治自觉。”作为区

“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在，
龙岗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年来，龙岗区高标准严要求规范组织生
活。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
员看干部”。龙岗区领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通过言传身教的
方式树立榜样，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其他党员以党支部为单位，以习近平总书
记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作
出的重要指示和“勇当排头兵需要什么样的作
风，自己有哪些差距，怎样改进”为主题召开专
题组织生活会，查摆自身问题，增强改进作风
的思想自觉。

一年来，龙岗区大力树立创先争优导向。
2018年春节后，龙岗区首次推出“十百千”基层
党支部创建工程，通过树立 10个典型示范党
支部、119个优秀红旗党支部的做法，以点带
面，紧抓基层党支部建设。“七一”党的97周岁
生日时，龙岗区又隆重表彰 100名“优秀共产
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0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100名“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

和10名“十佳社区党委书记”。
一年来，龙岗区创新开展组织工作督查。

龙岗区出台《龙岗区组织工作督查方案》，明确
“十查”标准，制定37条督查清单，着力解决一
些单位存在的党组织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以坂田街道为
例，其深入开展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大考察”

“大督查”“大排查”行动，对43个部门、12个社
区的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和纪律监督情况全面
摸底，及时发现、切实解决作风问题。

“纪律教育学习月也值得一说。龙岗区面
向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以‘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主题，常态化制度
化深入开展党性宗旨教育、扎实开展党章党规
党纪教育。同时借助媒体力量，在学习时报、
南方日报、先锋898、深圳侨报等主流媒体推出
重点报道，营造关注、参与、支持作风建设的浓
厚氛围。深圳侨报一年推出新闻将近 200
篇。”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道。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龙岗区
多措并举，把建设优良作风的政治
自觉和思想自觉转变为行动自觉。

譬如主题党日活动。龙岗区
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纷纷
走上街头巷尾、走进百姓家中，在

“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脚泥”的切实
行动中转变作风。“我当网格员”主
题党日活动中，区委书记张勇发挥

“头雁效应”，带动全区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以普通网格员的身份深入
社区，实地走访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切实推进干部作风转变，推动
基层社会治理。据统计，全区实际
参加“我当网格员”主题党日活动
的有1195人，其中区领导22人、处
级领导591人、科级干部582人，共
采集隐患信息 2087宗。此外，还
有“七一”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灾后恢复、党员在行动”主题党日
活动等……“快‘七一’了，特地来
看看您，带来区委的关怀慰问。”这
是“七一”期间张勇在坪地慰问困
难党员、老党员时的温馨话语。

譬如把党支部建在急难险重
工作一线。“百姓心中有把尺。我
们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心里有
成就感，也能加深群众对党和政

府的了解。”廖岱岳是第二批区委
选派参与土地整备征地拆迁的干
部，3个月的锻炼中，他自称收获

“三个讲”：讲政策、讲原则、讲奉
献。实际上，常态化抽调干部下
沉一线参与土地整备征地拆迁，
是龙岗区把党支部建在急难险重
工作一线、锤炼干部作风的内容
之一。2018年，龙岗区在土地整
备、治水提质、查违拆迁等急难险
重一线成立 65个临时党支部，选
派抽调干部充实到临时党支部，
累计参与党员干部 600多名。“宝
龙 7条黑臭水体总长 12.8公里，涉
及 74名权利人，60天要拆除 2.65
万平方米建筑物。面对这一急难
险重任务，党员干部发挥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的红旗渠精神，踏实
肯干，使治水任务圆满完成。”宝
龙街道相关人员道。

譬如建立 48个区直单位领导
班子“进社区、察民情、促发展”长
效机制。2018年到 2020年，针对
48个区直属单位，龙岗区通过“进
社区、察民情、促发展”机制推动区
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每年固定在一
个社区开展主题活动。2018年七、
八两个月，就有 23个单位以接访、

座谈、走访等方式灵活开展“进社
区、察民情、促发展”活动，收集到
20余条基层反映的问题，获得群众
好评，在服务群众中检验、锤炼了
作风。

譬如到区直单位和街道跟班
学习。如果说“进社区、察民情、促
发展”是自上而下的作风改善，“到
区直单位和街道跟班学习制”则是
自下而上。2018年起，龙岗区用 3
年时间，分批安排全区 155名社区
后备干部到区直单位跟班学习、全
区 80名社区“两委”非深户籍委员
到街道跟班学习。2018年6月，根
据任职经历、专业特长等，第一批
社区后备干部55人已安排至39个
区直单位跟班学习，7月第一批社
区“两委”非深户籍委员 25人已到
各街道正式报到。通过“自下而
上”的学习，切实提高他们带领群
众、服务群众的能力。

不止如此，龙岗区还通过“结
对共建”“党代表进社区”“街道领
导干部驻点直联”“抓实督查整改
和软弱涣散社区党组织整顿”等多
样化的实践平台，确保“作风建设
提升年”行动不是纸上谈兵，是“抓
铁有痕、踏石留印”。

夯实思想基础 深化党员干部认知

完善实践平台 锤炼作风化行动

优化体制机制 厚爱、严管不缺位

攻坚组临时党支部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资料图

第三批抽调干部现场查看宝龙街道田心村排水渠附近房屋征拆情况。区委组织部供图

超强台风“山竹”过后，龙岗开展“灾后恢复 党员在行动”主题党日活动。
资料图

龙城街道驻点新联社区直联团队深入老屋村了解居民安全状况。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