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版式策划：李晓菲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出彩出彩··广告广告

大地回暖，春意盎然，额济纳旗又
迎来了种植梭梭的最佳时期。近日，额
济纳海关组织50余名干部职工再次来
到额济纳旗黑城遗址附近的“海关林”，
拉开了“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党

日活动的序幕。
自选定黑城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作

为“海关林”基地以来，根据“时代楷模”
苏和同志“植绿更要护绿”的建议和驻
地环境气候变化制订护绿计划和方案，
该海关以党支部为单位组建护绿小队，

分批次赴黑城海关林进行浇水、补种，
将梭梭成活率由往年的 70%提升至
80%，并铺设喷灌管道，在提升成活率
的前提下节约浇灌用水约60%。

据统计，该关始终以“胡杨精神”为
指引，在“海关林”基地连续13年植树

种草，先后组织干部职工850余人次，
种植梭梭6100余株，沙棘1000余株，
固沙覆盖面积达70余亩，用实际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持续释放海关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引擎力量。 （屈尧）

额济纳海关连续13年戈壁植绿
心有“梭树” 风沙无阻

2021年，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白

云鄂博矿区税务局统筹推进纳税人满

意度调查走访工作，不断提升纳税服

务质效，构建和谐征纳关系,让纳税

人、缴费人切身感受到税务“温暖”，积

极营造一流税收营商环境。

紧扣时点，奏响“冲锋号”。制订

工作方案并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明

确走访目的、任务和要求。相关责任

人员签署承诺书，按走访底册开展走

访，落实包户责任制，确保按期完成工

作任务。

明确目标，唱好“重头戏”。成立8

个由局领导带队的走访工作组，深入

辖区重点税源户、飞地双创园招商引

资企业和小微企业中，充分了解纳税

人涉税需求、税收政策知晓度及税收

优惠享受情况，收集纳税人意见建议，

做好记录、动态管理，重点关注企业迫

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积极为企业

“问诊把脉”，对反映的相关问题，现场

予以解答和辅导，助力企业破解发展

难题。

截至 3月底，圆满完成纳税人满

意度调查走访工作，共计走访纳税人

1259 户，其中企业 422 户，个体 837

户，走访率100%。通过调查走访，既

充分问需求、解难题，又广泛收集纳税

人对税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提

升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为打造

地方一流营商环境贡献税务力量。

（王力达）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税务局
圆满完成纳税人满意度调查走访工作

人间四月芳菲尽，便民办税送春
风。第30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国
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后旗税务局紧
扣“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
局”主题，结合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系列
宣传，通过外部问计问需和内部改善改

进，努力构建“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
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
务新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扫除盲点、
疏通堵点、纾解难点，促进察右后旗区
域税收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全力服务

“六稳”“六保”。 （段晓霞）

国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后旗税务局
税宣“春风”为纳税服务助力

4月19日上午，驻津央企中铁十八
局集团四公司管片制作项目部女工班
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该
工班现有职工89人，其中女职工60人，
占总人数的 67%。17年来，她们坚持

“扎根一线、团结协作、服务大局、创新
创效”的原则，在预制管片生产中狠下

真功夫、敢啃“硬骨头”，先后完成了《盾
构管片自动化流水线施工工法》等多种
工法，共获得8项专利。2020年，班组
中“天车工”张凤霞被评为天津市“最美
女性”，班组先后荣获“天津市三八红旗
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

（石玉珠 张航嘉）

驻津央企女工班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近日，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让红
色基因薪火相传，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
公司山东工程管理部团支部开展了“铭

记党史 青春向党”志愿宣讲活动。志
愿者们来到幼儿园为小朋友们生动讲
述了五星红旗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革

命史上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
的故事，在每位小朋友送上了一支铅
笔。通过此次红色启蒙教育，在小朋友

心中播下了“童心向党”的种子，同时也
让小朋友认识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要加倍珍惜。

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山东工程管理部团支部
开展“铭记党史 青春向党”志愿宣讲活动

党员“一标双控”开辟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新思路
将本质安全化建设的精髓“一标双

控”管控模式融入党建工作中，开展党员
“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创建工作，实
现党员评价与中心工作的有效融合，优
化提升党员管理水平，客观科学衡量党
支部工作质效，促进基层党组织管理能
力的提升，进而带动国有企业整体党建
工作水平的提高。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研究
的目的和意义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目
的是实现党员评价与中心工作的有效融
合，优化提升党员管理水平，客观科学衡
量党支部工作质效，促进基层党组织管
理水平的提升。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能
够进一步创新党员考评工作，更加科学、
客观衡量党支部工作质效，找准差距、明
确短板，引导党员和党支部抓关键、促后
进、争标杆，增强基层党建工作积极性，
全面提升党员能力素质和党组织管理水
平，促进基层党组织工作由专业管理型
向价值创造型转变。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研究
的内容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
其中“一标”是指“一岗一标”，即建立
面向各专业岗位的党员激励评价标
准，“双控”是指“一人一控”和“一事一
控”，“一人一控”是指以“无违章、无违
纪、无事故”的“三无+”为主线，强化每
名党员（一人）思想和行为管控（一控）
为基础，倡导每名党员以激励评价标

准为镜，进行全方位对标，查找差距和
不足，制定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一
事一控”是指党支部基于“对标”结果，
围绕党员共同的短板或潜在优势，确
定党支部提升课题事项（一事），在党
支部（或党小组）管理水平提升上下功
夫（一控），全面改进党支部（或党小
组）党员管理工作效能。

确定“自上而下”的责任主体，推动
党员“一标双控”有效落地。国网蒙东电
力明确各级公司党委为第一责任人，负
责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建设的
组织、领导和推动，定期研究推进工作，
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支部作为实
施主体，负责组织推进、实施，组织开展

“一人一控”“一事一控”相应工作，发挥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作为行动主
体，负责执行党员标准，做好“一人一控”

“一事一控”，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建工作部作为监督考核主体，负责活
动协调、提醒、监督、检查工作。真正形
成“党委带头定难点、支部推动课题攻
关、党员自觉干事、群众看到满意”的活
动氛围，推动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
体系有效落地。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的实
施方法

修订“一岗一标”，开展“四级”对
标。一是制定党委标准。以国网蒙东
电力《基层党委标准化建设方案》为基
础，制定党委对标标准，执行党委“六个
标准化”，实施量化考核。二是制定党
支部标准。梳理整合形成党支部对标

标准，执行基层党支部“五个标准化”，
实施支部对标考核。三是修订党员标
准。结合“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创建”
工作修订的岗位规范，进一步细化党员
行为标准，将“三亮三比三无+”活动内
容直接纳入党员的岗位标准，形成《党
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党员激励
评价标准》。定标准奠基础，提升党员
的履责能力。

开展“一人一控”，管控党员个人行
为。全体党员以“一岗一标”确立的标准
为镜，主要结合“三亮三比三无+”活动，
特别是“三无+”内容（无违章、无违纪、
无投诉、无信访、无舆情），逐条制定具体
要求，形成刚性约束，通过召开组织生活
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定整改措
施，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

开展“一事一控”，解决党建工作和
生产经营中的难点问题。让党组织、党
员主动找事做，在推动企业发展上做“文
章”。一是建立党委“一事一控”机制。
通过周例会、专业检查考核、实地调研等
方式，及时发现在党建、安全生产、电网
建设、营销管理、优质服务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议和党建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与专业部门研究问题
短板，制定整改措施，给存在问题单位下
发工作“提示单”，定期对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通报。二是建立纪委“一事一
控”机制。公司纪委对基层党支部落实

“两个责任”清单情况进行督查，对“一事
一控”发现事关“四风”、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等党风廉政及反腐败方面的问题，向

支部和党员进行“提醒”，下发“提醒单”，
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察；对知错不改
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
违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相应处分，下发
通报。三是建立支部“一事一控”机制。
一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员
管理，严格落实七项组织生活制度，对支
部标准化建设实施“一事一控”；一方面
加强专业管理，及时发现生产经营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成立党员攻关课题组，开
展“一事一控”课题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企业发展质效。四是建立共产党员
服务队“一事一控”机制。以“一事一控”
为着力点，推广复制哈拉道口、安庆共产
党员服务队成功经验，打造大庙共产党
员服务队特色品牌。五是建立“深化管
理提升年”“一事一控”机制。将国网巡
视发现问题和“深化管理提升年”隐患大
排查查摆出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作为
业绩工作的责任清单，将整改工作质量
和进度纳入各支部目标责任考核。六是
建立党员“一事一控”机制。党员要区别
于普通群众，带头执行标准规范，带头开
展标准化作业，带头解决问题短板。七
是建立“一事一控”绩效考核机制。党委
下发工作“提示单”，纪委下发工作“提醒
单”，支部开展课题研究、问题整改，党建
部开展绩效考核，纪委作出处分决定，形
成闭环管理。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研究
结论

通过开展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
体系建设，基层党组织认真落实从严管

党治党要求，发挥国有企业党建“根”和
“魂”的作用，引领中心工作，党员创新争
优、党组织攻坚克难，主动解决生产经营
质量中遇到的难题，不断提升企业各项
生产经营业绩指标，持续增强党组织和
党员创新创效能力。

从2017年试点创建，到后期不断深
入推进，目前该项目在蒙东赤峰供电系
统得到全面推广，同时推进了公司党建
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研究
中的创新举措

“一岗一标”：定标准，奠基础。通过
分专业、岗位分别确立普通党员和党员
干部的行为标准；梳理党支部标准，为各
支部间的横向对标打基础。

“一人一控”：控思想，树标杆。以
“无违章、无违纪、无事故”的“三无+”为
主线，强化每名党员（一人）思想和行为
风险管控（一控）为基础，倡导每名党员
以激励评价标准为镜，围绕党性和专业
工作标准和标杆进行全方位“卓越对
标”，查找差距和不足，做好个人风险点
防控，展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树立创
标杆、争标杆意识，制定整改措施和努力
方向。

“一事一控”：控行为，提效能。党支
部基于“对标”结果，围绕党员共同的短
板或潜在优势，确定党支部提升课题事
项（一事），在党员行为改善、党支部（或
党小组）激励评价指标提升管控上下功
夫（一控），全面改进党支部（或党小组）
工作效能，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结合企业实际工作抓管理、促提升。
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存在

的问题
在党员“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建

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事一控”机制落实
不到位，党建工作考核不到位的情况。

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党委、纪委、党支
部、党员、重点工作、党员服务队、党建工
作绩效考核“一事一控”机制，根据“一事
一控”绩效考核要求，党委下发工作“提
示单”，纪委下发工作“提醒单”，基层党
支部开展问题整改，对整改不积极不主
动的支部进行通报批评，对违纪违规党
员纪委作出相应的处分决定，形成党员

“一标双控”各层级组织的闭环管理，进
一步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

完善党建工作绩效考核机制，将党
建工作责任制落实、同业对标指标、组织
绩效管理、企业负责人业绩指标考核等
纳入党建工作绩效考核，同时对党委、支
部、党小组、党员开展“四级对标”考核，选
树党支部标杆和党员标杆，将党建工作
责任制和从严管党治党要求落到实处。

国网蒙东电力在建设党员“一标双
控”行为导引体系的过程中，以赤峰松山
供电公司为基层实践示范区，提升党员
整体素质水平以及基层党组织工作质
效，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
有机融合。基于蒙东实施经验，对党员

“一标双控”行为导引体系进行分析总结
并固化模式，以期可推广实施，为做好企
业党建工作开辟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
（王玲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为抓好2021年“五一”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张嘉伟和同事们按照铁路部门
的安排部署，强化防控措施。张嘉伟时
刻谨记：乘务中必须戴口罩，勤洗手,登
记好职工和旅客发热台账，同时熟记处
置流程，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
治，及时上报信息，保持信息畅通。

2021年4月26日鄂尔多斯到呼和
浩特东 D6962 次列车，经准格尔车站
时两名年过花甲的旅客手提行李包，
匆忙上车，呼和浩特集团公司包头客
运段动车12组安全员张嘉伟发现两位

旅客没有戴口罩，了解到旅客走得匆
忙忘记携带，巡视完车厢之后，便从自
己的乘务员箱里拿出两个口罩送给两
位老人，让他们做好防护，这样的关心
使老人很感动，老人说：雪中送炭暖人
心。

张嘉伟说：“面对疫情，我也害怕，
但是我不能退缩。让旅客更满意就是
我们的服务追求，让旅客体验更美好是
我们的工作使命。我们多消一次毒、多
问询一句、多监测一次有关情况，旅客
就更加平安。”

面对疫情防控铁路乘务员的职责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