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
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着眼于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
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
——2013 年6 月28 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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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举办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进行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一次动员部署
7月12日，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在
部机关四楼会议室举办中心组第2次集体学习，
就在部机关离退休干部和在职党员干部中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第一次动员并
对局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民主评议。
党委中心组成员局党委常委，党委委员，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各处处长及主持工作的副
处长等22人参加。
与会同志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中发〔2013〕4号）、《中共交通运输部党组关
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
方案》（交党发〔2013〕25号）文件精神。
为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
设立了以局长田西京为组长、局党委书记窦燕萍
为副组长，局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离退休干部代
表及党委工作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教育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提供了组织保障。
窦燕萍就在部机关离退休干部中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对《交
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在部机关离退休干
部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安排》（局党字

〔2013〕18号）进行了说明。她指出，部机关离
退休干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要意义，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党风教育，坚守共
产党员的精神追求，夯实党的政治基础，发挥离
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为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积极
建言献策，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强保证。
田西京就在局在职党员干部中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对《交通
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在在职党员干部中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进行
了说明。他指出，离退休干部局在职党员干部的
教育实践活动是以局领导班子和局处两级领导
干部为重点，以“除‘四风’、强服务、建设‘四
型’团队”为载体，即：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建设“学习型、服
务型、创新型、和谐型”团队，坚持教育实践活
动全过程“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总要求，充分听取意见，自觉学习反思，找准
“靶子”，痛下决心，有的放矢除“四风”，切实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老龄办到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调研
并与离退休干部黄寺第一党支部结对子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主题联学活动

加强在职党员干部的群众观教育，继续强化“深
怀感情，主动服务”的意识，着力解决作风建设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取得让群众满意，让老
同志满意的效果，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
供坚强保证。他要求，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处以上
领导干部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起到示范带头作
用，带头学习教育，撰写学习心得；带头开门搞
活动，主动听取党员、群众和老同志的意见和建
议；带头查摆问题，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开好局
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专题组织生活
会；带头边整边改，制定整改落实措施，推动局
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为建设“四型”团队做
贡献。他表示，继此次动员后，局党委还将在局
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上进行再动员，扎实、
稳步、有序推进离退休干部和在职党员干部的教
育实践活动。
学习中，羊坊店党支部书记黄卫平、团结湖
党支部书记王益萍和河沿党支部委员邢国杰分
别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展“同心共筑中
国梦”活动，畅谈对如何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梦
的精神实质，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综合处（党办）】

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传达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部人事工作会议精神

7 月22 日，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局长田西京
主持召开党员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7月26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老龄办副主任魏黎耕一行在交通运输部离 的重要讲话和部人事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传达了6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
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窦燕萍的陪同下，来到部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进行调研，
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部离退休干部局黄寺第一 部人事工作会议精神。局党委书记窦燕萍指出，杨传堂部长在部人事工
作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做到四个“着力”，即着力在建立科学的干部选任机
党支部结对子，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主题联学活动。
活动中，窦燕萍书记及黄寺第一党支部书记郑闽利，副书记芦玉文、 制上下功夫、见成效，着力在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上下功夫、见
成效，着力在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上下功夫、见成效，着力在
商来图分别介绍了情况。
魏黎耕对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多年来，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下功夫、见成效，这对于我们加强局工作人员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中央国家机关中走在了前列， 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田西京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如何成为好干部、
有许多的亮点、出了很多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也是我们从众多部
委基层党组织中遴选黄寺第一党支部，作为工委老龄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如何选拔好干部和如何使用好干部，这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干部人事工
践主题联学对子的主要原因。刚才听了介绍，很受启发和教育。离退休干部 作的纲领性讲话，我们要充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杨传堂部长的重
局党委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行动迅速、分类指导、重点突出，很 要讲话精神，坚持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标准选配干部，把离退休干部局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好、
有特色；黄寺第一党支部结合实际抓制度建设，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党组织有经验，对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
（转
（转22版） 管理好、使用好。
【吴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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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干部局召开离休干部
座谈会征求意见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8 月9
日，离退休干部局召开离休干部座谈会，针对局领
导班子、各处（室）中心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
题征求离休干部意见。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窦燕
萍主持会议。
会上，离休干部代表踊跃发言。大家充分肯定
了局近年来的工作，认为当前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是十分必要，也是相当及时的。离退休
干部局一定要着力抓好学习贯彻，将工作做好做
实，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基层，了解老同志
的诉求，进一步做好联系制度的落实工作，努力使
工作更加贴近老同志的实际。
离退休干部局局长田西京表示，离休干部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新中国成立的奠基者，也是
党执政的重要政治资源。大家提出的意见十分中
肯，让局班子认识到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会后，
局要认真进行梳理，找到问题根源，为下一步整改
落实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吴守恒】

离退休干部局召开退休干部
座谈会征求意见
8 月16 日，离退休干部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退休干部座谈会，针对局领导班子、处
以上领导干部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征求退休
干部意见，局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局长田
西京出席会议并讲话。座谈会由局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副组长、局党委书记窦燕萍主持。
会上，窦燕萍首先向与会退休干部代表介绍了
中央、部党组和局党委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和工作部署。窦
燕萍表示，坚持开门搞活动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
基本方法，只有真心诚意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建议，
才能找到“四风”问题的症结所在，明确努力改进
的方向。
随后，参加座谈会的退休党员、群众和民主党
派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和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献
计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局领导班子和处以上领导
干部在“四风”方面没有突出问题，尤其是局领导
带头落实联系基层制度，注重深入老同志，作风朴
实。希望在职同志认真按照教育实践活动的任务要
求，聚焦作风建设，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
进一步做好退休干部尤其是新退休党员干部的服
务管理工作。
在听取完大家发言后，田西京指出，今天各位
老同志提出的意见都很中肯，很有见地，对部机关
离退休干部工作的评价也比较客观，这充分体现了
老同志对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认识很准确、很
深刻，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帮
助。田西京表示，离退休干部局将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部党组的部署要求，认真研究吸纳离退休干部
的意见建议，坚持把反对“四风”贯穿始终，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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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精神贯穿始终，重点抓好局领导班子的带头表率
和处以上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解决好党员干部理
想信念的“总开关”问题，努力推动教育实践活动
不断向纵深发展。
【王成涛】

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由支部副书记王玉
臣主持。
会议学习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局有关文件精神。
王玉臣指出，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紧
密结合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际，坚持“三
离退休干部局召开青年干部 结合”，即：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相
结合；与开展“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相
座谈会征求意见
结合；与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8 月23 日，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党支部相结合。要坚持“四为主”，即：以
汪宝良主持召开局教育实践活动青年干部座谈会， 正面教育为主；以自学自研为主；以自我
针对局领导和领导班子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高为主；以发挥作用为主。他希望离退
征求青年干部意见，局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 休党员要发挥表率作用，争取在教育实践
和支部建设两方面取得双丰收。
【曹右安】
长、局长田西京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年干部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和关心
的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汪宝良结合大家的发
言，寄语青年干部，一是要注重学习，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二是要保持特点，展示年轻干部的朝气
羊坊店党支部积极开展
与活力；三是要发挥作用，促进自身成长成才。
田西京最后强调指出，今天各位青年干部结合 “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
本职工作谈了许多体会和认识，讲出了年轻人的所
思、所虑、所想，对局领导班子和离退休干部工作
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听后很受启发。田西
七一前夕，离退休干部局羊坊店党支
京强调，青年干部一是要爱岗敬业，脚踏实地，立 部召开党员大会，隆重纪念建党92周年。
足本职岗位做贡献；二是要勤于学习，不断进取， 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汪宝良出席并讲话，
加强业务、行业知识的积累与沉淀；三是要勇于创 李承烈、于静远等34名党员参加。
新，敢于担当，在工作中改进方法，提高本领；四
会上，支部书记黄卫平传达了中央开
是要加强修养，锤炼品性，力戒形式主义，做到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报
行一致、表里如一。
【王成涛】
道。退休干部刘学安结合自身学习体会，
围绕“中国梦”做了专题发言，与会老同
志进行了热烈讨论。
黄寺第一党支部
汪宝良对老同志积极参加学习的精神
布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此次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到会党员多，体现了支
7 月12 日，离退休干部局黄寺第一党支部根据 部好的传统和工作作风。他祝愿老同志保
局党委的部署要求，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支部党 重身体，坚持学有所为、学有所乐。
员大会，布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共有65
据悉，为了将“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名党员参加。
活动做实做细，羊坊店党支部从年初开始，
会上，黄寺第一党支部书记郑闽利传达了局有 已组织开展了中心组学习、理论热点小组
关文件精神，他希望全体党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 等学习讨论20余次，并向全体党员发放学
积极投入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去，认真学习文件精神 习材料和宣传提纲。在本次党日活动中，
和理论书籍，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 支部和活动室还共同编办了一期“同心共
家园，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发挥离 筑中国梦”的宣传墙报，展出了部分老同
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和作用，为推动教育实践活动 志的学习体会和支部工作，受到老同志的
取得实效作出新贡献。
一致欢迎和热烈好评。
【刘勤慧】
黄寺第一党支部副书记芦玉文通报了局专题
调研工作和局运动会的有关情况。 【王 平】
（接
（接11版）
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他表示，将认真汲
取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好经验、
黄寺第二党支部布置开展
好做法，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希望交通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
绩，并祝愿老同志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活动中，魏黎耕一行还参观了老干部
7 月25 日，离退休干部局黄寺第二党支部在老 活动中心。
【综合处（党办）】
干部活动中心召开党员大会，动员布置党的群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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