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六届四次、 五次全会
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了
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
定位，确定了强力实施“两轮两
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专项、
加快构建“八大支柱”的思路举
措， 对南阳经济社会转型跨越
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
有重大意义。 实现这些美好蓝
图，关键靠干部、关键靠作风，
可以说这次市委“干部作风整
顿年”活动，非常切合我们南阳
干部作风的现状， 抓住了抓具
体工作落实的关键点。

2 月 27 日，全市“干部作风
整顿年”活动动员会召开之后，
市城管局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
府关于“干部作风整顿年”暨

“双创双建”活动两项重大工作
决策部署，在 2 月 28 日市城管
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的基础上， 于 3 月 2 日组织召
开“干部作风整顿年”暨“双创
双建”活动动员大会。动员广大
干部职工保持清醒头脑， 迅速
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认识，认
真参与到“干部作风整顿年”的
活动中来，从现在做起，从每一
个人做起，从每一件事情改起，
对照活动要求， 认真查找自身
不足，照镜子、正衣冠，制定措
施，立行立改，在系统上下立即

掀起作风整顿的高潮， 以干部
作风建设努力培养“狮子型干
部”，塑造“狮子型团队”。

市城管局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同落实市委六届四
次、五次全会精神，同落实张文
深书记在“干部作风整顿年”活
动动员会精神结合起来， 联系
工作实际，大兴学习之风，塑造
政治过硬、作风过硬、本领高强
的城管工作队伍。

在内河治理、园林绿化、市
政基础设施管理等方面， 市城
管局持续发力， 紧盯“双创双
建”、“双违”整治攻坚、世界洲
际月季大会项目建设等市中心
工作， 当好城市建设管理主力
军，打好主动仗、打出漂亮仗。

市城管局深化“放管服”改
革，实行“首问负责制、一次告
知制、 限时办结制、 服务承诺
制”，积极学习借鉴浙江省“最
多跑一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计划开通“城市 e 管
家”APP、建立数字城管互动网
站、开展数字城管开放日活动、
招募数字城管志愿者等多种举
措，推出便民服务举措，引导、
鼓励市民共治共管城市， 共同
打造美丽家园。

围绕城市公用事业， 市城
管局督导市政公用企业制定

实施城市供水、供气 、供热等
行业的服务规范，细化窗口服
务、上门服务、入户安装、入户
检查等服务事项的各项环节
标准，并把服务内容 、服务标
准、服务程序、服务时限、服务
责任等公开向社会作出承诺。
定期组织开展服务满意度调
查和第三方评价，原汁原味了
解群众需求和评价，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 能立即解决的，实
行当场承诺， 立即答复落实；
对暂时无法解决的，实行限时
承诺、挂牌督办，确保件件有
回音、事事有着落，力促服务
质量、行业风气明显提升。 着
力加强数字化运行管理，进一
步提升数字城管效率，进一步
优化工作流程，全面提高信息
采集质量和数量，用好城市管
理大数据，让城市管理变得更

“聪明”。
市城管局将以“干部作风

整顿年”活动为契机，以作风建
设转化为生产力， 引导广大城
管干部牢固树立“作风从我改
起、形象由我树立、效能在我提
升、南阳因我出彩”的观念，真
正做到用心工作、务实重干，优
化政务服务，提升效率效能，切
实提升执行力落实力， 提升企
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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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作风 让城市管理更“聪明”
———访市城管局局长高贤信
□本报记者 王陈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督训师，派遣工作地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公司。
任职要求：

1.年龄：35 周岁（含）以下
2.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
3.专业能力：（1）具有良好的判断分析、组织策划、演讲能力；（2）有较强的课程开发能力，熟练使用现代化教学工具；（3）具备不低于五年寿险从业经验

及三年以上的营销培训经验，有基层带团队经验者优先。
4.其他：（1）派驻督训师应具有南阳的户籍或固定居所；（2）思想品德好，学习能力强，具有一定的金融、保险知识，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3）能独立

开展对市县机构的培训工作，综合评级为良好及以上；（4）能够适应长期出差。
报名截止到 2018 年 3 月 15 日，报名地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公司 508 室（地址：独山大道与两相路交叉口），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学历（学

位）及相关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详询：0377-6156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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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税局开展作风整顿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全市“干部作风整顿年”
活动动员会召开后， 市国
税局迅速召开党组会、局
务会传达学习会议精神，
结合部门实际， 制定活动
方案， 成立领导小组，并
召开了“干部作风整顿
年” 活动动员会， 对活动
进行了全面部署。

市国税局将着力解决
当前市局机关干部职工中
存在的担当不够、 履职不
全、进取不足、执法执纪不
严等突出问题， 做好加强
党对税收工作的领导、依
法组织税收收入、 稳步推
进各项改革、 切实加强税
收征管、 持续优化纳税服
务、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等六项重点工作和打好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防范
虚开骗税和执法风险、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等三项攻
坚战， 高质量推进全市税

收现代化， 高标准推进各
项工作全面进入全省第一
方阵， 为南阳建设重要区
域中心城市、 加快转型跨
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目前， 税务总局已经
印发《办税事项“最多跑
一次”清单》，明确了报告
类、发票类、申报类、备案
类、 证明类等 5 大类 105
个涉税事项， 涉及国税部
门的有 83 项，其中国税部
门单独承办 54 项，国地税
双方共同承办 29 项。市国
税局正在全力以赴、 认真
准备， 对办税流程进行优
化再造， 对业务操作系统
进行升级改造， 对税务人
和纳税人同时进行宣传培
训， 确保从 4 月 1 日起全
面推行。 市国税局将着力
先行先试， 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 不断提升纳税人满
意度。

关于对市国土资源局两名工作人员工作日中午违规饮酒问题的处理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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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下午，市“干部作
风整顿年”活动办组织对市住
建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
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等 6 个单位
执行工作纪律及落实工作日
中午禁酒规定情况进行了随
机抽查。

抽查发现，市国土资源局

下属执法监察支队工作人员
李全才、地产交易中心工作人
员王道驰，工作日中午违规饮
酒，顶风违反工作纪律。 市活
动办督查组当即责成国土资
源局党组做出处理意见。 经该
局机关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李
全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经该
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给予王

道驰行政记过处分。 同时，按
照“一岗双责”规定，对监察支
队支队长崔晓峰、地产交易中
心主任施岩进行警示约谈，责
令局分管领导杨林青、温云凌
向局党组作出书面检查。

上述两位同志在全市“干
部作风整顿年”活动中，违反
市委、市政府有关规定，违规

饮酒，充分暴露了监管措施的
缺失和纪律观念的淡薄，为引
以为戒，市“干部作风整顿年”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市国
土资源局提出通报批评。 希望
各级各单位党组、派驻纪检监
察组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管理
与监督， 以实际行动转变作
风，推动我市“干部作风整顿

年”活动扎实开展。 市活动办
将不定期对各单位作风整顿
情况进行明察暗访， 对走过
场、搞形式、说一套、做一套，
致使问题反复发生的责任主
体，将严肃追责问责。

南阳市“干部作风整顿年”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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