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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甸柳柳八八个个社社区区党党委委集集体体亮亮相相
新党委上任工作怎么干？他们这么说！

甸甸柳柳一一居居：：

我深知今天选举的分量，每一
张选票都饱含着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和厚爱。而这些选票的背后，更寄托
着社区居民的期望和重托。上一届
班子团结一心带领社区居民，锐意
进取，形成了具有我们甸柳第一社
区独特优势的良好发展态势，为本
届党委服务于民，干事创业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
新的考验，我们将以“团结、务实、为
民、担当”为座右铭。认真学习、勤奋
工作、扎实苦干，与班子成员一道，
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社区发展和为
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去。尽心竭力把
甸柳第一社区的各项事业抓实办
好。在此，我和各位党委委员郑重承
诺：

一、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十
九大精神及相关的政策法规。把思
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
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

各项任务上来，结合社区实际，以实
际行动推动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二、时刻铭记自己是一名党委
书记，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立场坚
定，旗帜鲜明，集群力，采众智，坚定
一颗信心。一心向党，全心为民。将
诚信建设作为树立新班子良好形象
的头等大事来抓，表态要实现，承诺
要兑现，不断增强班子执政透明度。

三、强化班子团结，密切党群关
系。“人心齐，泰山移”。团结是班子
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力量的源泉。
班子成员之间要在共识中求团结，
在信任中求融洽。做事光明磊落，坦
诚待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
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及时补台，自
觉维护班子的团结，努力创建团结
干事、和谐共事、按章办事的“和谐
班子”。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挑
战，我们都会攻坚克难，不断取得胜
利。 （书记：许蕊）

甸甸柳柳二二居居：：

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与认可我们
感到无比荣幸，但也感到压力很大，
担子很重。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社
区在街道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
在社区全体党员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这只能说明过去，今
后的工作中我将以饱满的热情，兢兢
业业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
带领新一届党委班子，以群众需求为
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全心全
意为居民服好务。

一、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凝
心聚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使我们
的党建工作更上一层楼。

二、社区党委将认真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
强班子自身建设，提高为民办事的工
作能力、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

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虚心接
受群众的批评，时刻把老百姓的温暖
放在心上，努力把老百姓的切实利益
实现好，维护好。

今后，我们将在街道党工委的领
导下，在全体党员的大力支持下，同
心同德，开拓进取，不辜负广大党
员群众的信任，努力将我们第二社
区建设成更加美好、温馨、和谐的大
家园。

（书记：王庆玲）

甸甸柳柳三三居居：：

今天能够当选为咱们甸柳第三社
区新一届的党委成员，为社区建设贡
献力量，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我代
表新一届社区党委班子感谢大家对我
们的信任与支持。同时，我们也深感肩
头上的责任重大。在此，我代表新一届
党委班子向同志们表个态：

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
班子的学习能力和为民服务能力，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脚踏
实地工作，虚心接受批评，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努力开创社
区党建工作新局面。

二、工作中注重深入群众、从群
众角度考虑，积极听取工作建议，把
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倾听群众
呼声，团结社区党员群众，多办实事。
对于党员群众亟待解决的难事通过
协商民主的方法，真正做到大事要得
到群众支持，难事要得到群众理解，
好事要办得群众高兴，把为民服务的
热情落实到关心群众送温暖、真抓实
干挑重担、着眼发展谋新篇的实际行
动中来。

同志们，面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
总体要求和上级党委的殷切希望，我
们新一届党委班子要面对的挑战和面
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将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面貌，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
情投入到社区工作中去。我们充满信
心，在街道党工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求
真务实的作风树形象，做表率，在党员
同志们和社区居民的共同支持下，为
把咱们甸柳第三社区建设得更具文
化特色，更加文明和谐而努力。

（书记：焦洁）

通过民主选举，我再
次当选，感到非常荣幸，但
也感到压力很大，担子很
重。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
社区在街道党工委的正确
领导和帮助指导下，在社
区全体党员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
只能说明过去，新的领导
班子将团结一致，以集体
的智慧，乐意奉献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管理社区，服务居民。

一、坚持以“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
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在社区党组织
的统一领导下，协调社区

其他组织，并按照责权统
一，管理有序的要求，明确
分工，落实责任，全面推进
社区党建建设。

二、切实加强社区党
组织、自治组织、群众组
织、民间组织的建设。巩
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
心地位，充分发挥社区居
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和社
区协商议事作用，培育和
发展社区群众团体组织
和社区志愿者组织。

三、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两学一做教育，加强对退休
党员、流动党员、失业党员、
非公党员的管理，充分发挥
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四、加强班子自身建
设，提高为民办事的工作能
力、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

同志们，让我们在上
级党工委的领导下，在全
体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同
心同德，开拓进取，为新一
届社区党委提出的各项目
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书记：陈浙红）

甸甸柳柳五五居居：：
能够当选为咱们第五社区新一

届的党委成员，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首先我代表新一届党委班子感谢大
家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同时，我们
也深感肩头上的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在此，我代表新一届党委班子向
同志们表个态：

一、我们要强化学习，加强党性
修养，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与“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相结合。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的落实，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能力。创新流动党员有效管理的
方式方法，创新和搭建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载体，精心组织
开展帮困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主
题活动和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增强党
组织、党员活动的有效性。

二、社区党委将严格对照党的十
九大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方
法，认真梳理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问
题，对标对表，逐项抓好落实，切实发
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报告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

三、我们要做到牢记党的宗旨不
忘民，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时刻把居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做到眼里有百姓的利益，心里有
百姓的位置，深入群众中听心声、听
意见、听建议。真正做到大事要得到
群众支持，难事要得到群众理解，好
事要办得群众高兴，努力把广大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 （书记：张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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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甸北北社社区区：：

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社区书记，
这对我来说既是荣誉也是压力，既是
对我工作的肯定和信任，也让我感觉
担子很重，任务艰巨.在过去的几年
里，我们社区党委在街道党工委的正
确领导下，在社区全体党员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我代表
新一届社区党委表态：

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绝不辜
负街道党工委和全体党员的信任与厚
望，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
作风，团结一致，密切联系居民群众，
廉洁奉公.。抓好“两委”班子队伍建设，
发挥社区各类组织的作用，团结带领

广大党员群众，开拓创新、积极进取，
努力开创社区党建工作新局面。

二、社区党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民主自
治、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
工作原则，积极听取工作建议，虚心
接受群众批评，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三、我们一定牢记宗旨，时刻把
居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
到眼里有百姓的利益，心里有百姓
的位置，时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
众疾苦。 （书记：朱岩）

甸甸南南社社区区：：
今天能够当选为咱们甸南社区

党委新一届的党委成员，我感到非常
的荣幸，也深感肩头上的责任重大。
在此，我代表新一届党委班子向同志
们表个态：

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党
员群众，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努力开
创社区党建工作新局面。

二、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
坚持民主自治、民主管理、民主参与、
民主监督的工作原则，积极听取工作
建议，虚心接受群众批评，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

三、我们一定牢记党的宗旨，时
刻把居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做到眼里有百姓的利益，心里有百姓
的位置，时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
众疾苦，暖民心、得民心、稳民心，真
正做到大事要得到群众支持，难事要
得到群众理解，好事要办得群众高

兴，努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同志们，面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
总体要求和上级党工委的殷切希望，
我们新一届党委班子一定会以更好
的精神面貌，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
热情投入到社区工作中去。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在街道党工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同志们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
下，把咱们甸南社区建设成更加温馨
和谐的大家园！ （书记：万红霞）

吉吉祥祥苑苑社社区区：：
当选为社区党委书记对

我来说既是荣誉也是压力，既
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信任，也
让我感觉担子很重，任务艰
巨。过去的几年里，吉祥苑社
区在街道党工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包居科室的帮助下，在
社区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绝不辜负街
道党工委和社区全体党员的
信任和厚望，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干
出一番新的成绩。下面，我代表吉祥
苑社区党委新一届班子向各位领导
和各位党员作表态如下：

一、新一届党委班子将努力做到
作风民主，团结一致，密切联系居民
群众。抓好“两委”班子队伍建设，发
挥社区各类组织的作用，强化社区党
群服务站建设，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和居民代表的作
用，促进吉祥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的
工作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加强社区建设，提升队伍
建设，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全面推进
社区建设。

三、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抓好社
区党员管理，加强党风廉政、法律法
规学习，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党
员分类管理，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
平。加强与驻区单位的共驻共建，不
断推进社区党建工作深入开展。

我们将不负使命，把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
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在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目标
任务的同时，以打造“和”文化，建设

“祥和乐居”为己任，尽职尽责，
努力工作，让吉祥苑社区的党
建工作更上一层楼。

（书记：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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