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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委委召召开开党党的的群群团团工工作作会会议议
发展富有生机活力的群团事业，筑牢党同人民血肉相连的桥梁纽带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张
琪) 近日，市委党的群团工作
会议在东山宾馆召开。会议深
入贯彻中央、省委党的群团工
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推进烟
台群团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路举
措，动员全市上下和各级群团
组织适应新形势、认清新使命、
实现新作为，努力开创群团工
作新局面。市委书记孟凡利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永霞主持会议，市领导郝
德军、李淑芹、王继东出席会
议。

孟凡利在讲话中指出，做
好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事
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委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增强
做好群团工作的使命感、责任

感和紧迫感，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高度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
署要求上来。要深刻认识到加
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是更
好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
用、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的内在要求，是有效凝聚群
众智慧力量、实现“引领发展、
走在前列”的重要保证，是适应
新的形势任务要求、提高党的
群团工作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
要。近年来，全市各级群团组织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
我们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重
要作用，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推进
烟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孟凡利指出，要深刻领会、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要求，在“把握灵魂、突
出主线、打牢基础”上集中用
力、开拓进取，凝聚科学和谐率
先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牢牢把
握政治性要求这个灵魂，把正
政治方向、坚守政治标准、站稳
政治立场，始终把群团组织置
于党的领导之下。要突出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这条主线，坚持
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
动，当好改革发展的奋进者、
社会稳定的维护者、文明新风
的引领者、民主政治建设的参
与者，努力在推动改革发展稳
定中建功立业。要打牢服务群
众这一基础，既要围绕改革发
展大局搞好“公转”、做到“顶
天”，又要聚焦服务群众搞好

“自转”、做到“立地”，真正成
为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代
言人，不断增强党的群团工作
生命力。

孟凡利强调，加强和改进党
对群团工作的领导，是做好群团
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各级党
委管好用好群团组织的责任担
当，把群团工作摆上重要议程，
纳入党的工作总体布局和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要以改革创新精
神加强群团组织自身建设，创新
群团工作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
式、拓展社会职能，促进群团工
作充满生机活力地向前发展。要
强化做好群团工作的意识，在政
策制定、资源配置、阵地建设、宣
传推介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努
力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良
好条件。

张永霞在主持讲话时指
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
彻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努力把烟台群团工作提
升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各级
群团组织要强化责任意识、大
局意识和创新意识，更加扎实
地做好工作，在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中作出新成绩、展现新作
为，共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实现“十三五”良
好开局。

会上，部分群团部门和单
位作了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市
政府分管副市长，各县市区和
市直各部门、中央省属驻烟单
位负责同志，市各群团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县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张琪 )
1月5日至19日，烟台市举办县级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市领导
王继东、王晓敏、于爱军、朱秀香、
杨洪旭先后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
员辅导报告。培训以《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主要内
容，分“十三五”规划战略性重大
问题分析，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
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坚持绿色
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开
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烟台
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等专题
进行。

孟凡利

会见韩国客人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张琪)
1月19日，市委书记孟凡利在东

山宾馆会见韩中联运系统研究会
会长申东植一行。市委常委、秘书
长李树军参加会见。

孟凡利首先对客人的到来表
示欢迎，对申东植会长多年来一直
密切关注并倾力推进中韩铁路轮
渡项目表示感谢。孟凡利说，近年
来，双方在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开
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取得了丰硕
成果。烟台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战
略的重要节点城市、中韩自贸区建
设的前沿城市，正在加速推进中韩
(烟台)产业园建设，与韩国的合作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
发展前景。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张
琪) 1月19日，市委书记孟凡利
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朱秀香
和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树军陪
同下，实地察看烟台廉政教育
基地。

在详细察看了廉政教育基
地并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孟
凡利指出，要充分发挥教育基
地的警示作用，精心打造全市
廉政文化建设重要平台，教育
警醒党员干部坚守正道、克己
奉公，修身洁行、远离腐败，切
实筑牢道德防线、守住纪律底
线、远离法律红线。要加强党章
党规党纪教育，把思想政治教
育作为基础性工作，坚持集中
教育与日常教育、正面引导与
反面警示相结合，以案说纪、以

案释法、以案施教，不断增强廉
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孟凡利指出，要驰而不息
锤炼严实作风。时刻牢记“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持之以恒纠正“四
风”，紧盯春节等关键节点，保
持明查暗访、执纪查处、通报曝
光的力度，让那些不收手、不知
止的人付出代价。要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自觉把
“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上，体现到落实
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体现到对分管方面的
从严管理监督上，体现到严格
要求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
员上，始终保持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本色。

孟凡利指出，要以零容忍
态度惩治腐败。坚持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严肃查办
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
的贪污贿赂、徇私枉法、失职渎
职案件，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
腐败案件。要坚持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有
效防止小错变成大错、违纪变
成违法。要健全重大案件剖析
制度，警示党员干部始终牢记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正确对待权力、谨慎使用权力、
防止滥用权力。要严肃换届工
作纪律，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坚决惩
处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
官、干扰换届等违纪违法行为，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清明清朗
的政治生态。

孟凡利强调，要扎紧织密
制度的笼子。充分发挥制度的
激励约束作用，用制度管权管
事管人，加快形成内容科学、程
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
制度体系。要加大贯彻执行力
度，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
守制度没有特权、执行制度没
有例外，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
令生威，有效防止“破窗效应”。
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
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
识，加快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
度、捍卫制度的社会氛围，营造
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为烟台率
先走在前列提供强有力的作风
保障和制度保证。

孟凡利在察看烟台廉政教育基地时指出

扎扎实实开开展展党党风风廉廉政政警警示示教教育育
着着力力营营造造风风清清气气正正政政治治生生态态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周晓东) 2016

年1月至3月，蓬莱智慧旅游有
限公司联合蓬莱、龙口、招远、
栖霞、长岛5个县市区的18家景
区共同参与“烟台人本地游”巨
惠活动。该活动本着“超低价
格，超值享受”的原则，让烟台
市民凭身份证(身份证号以3706

号段开头或住址为烟台市范围
内均可)参与旅游套餐活动，畅

游烟台各景区。您可以带着家
人，尽享寒假和冬闲的愉悦。

该活动提供了A、B、C、D、
E、F六个套餐组合，每个套餐
各有特色。A套餐包括蓬莱、长
岛、龙口三个县市的顶尖核心
景区，形成一个“金三角”，原价
380元，此次仅需120元；B套餐
包括蓬、龙、招、栖4个县市区的
5个顶尖景区和新设立景区，原
价540元，优惠价160元，让您花

一张门票的钱，就可以穷游四
个县市区的景区；C套餐是为
您准备的一款蓬莱城区旅游
线，让您不出蓬莱市区就可以
看到“蓬莱城区老三样”的景
致，原价490元，优惠价只需120

元；D套餐、E套餐和F套餐是蓬
莱本地游，原价460元、540元、
650元，现在统统只要120元，就
可以让您畅游蓬莱所有景区。
E套餐和F套餐以“亲子游”为

主，囊括了蓬莱12个旅游景区，
包括酒庄、城堡、滑雪场、乡村
游、儿童游乐等多个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套餐
每人只能购买一次，当日不可
入园，必须提前一天预订。活动
时间：2016年1月20日—3月31

日。个别景区参与活动时间稍
有不同，由于各景区情况不同，
接待时间以景区说明为准。咨
询电话：400-617-8877。

凭凭身身份份证证可可享享““旅旅游游巨巨惠惠””
2016年“烟台人本地游”活动开启

迎迎新新春春，，献献爱爱心心
6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领玛卡龙酒啦

在2016年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玛卡龙酒业有限公司
为答谢全市人民多年来对公
司的关心、关爱和支持，特别
推出：“迎新春，献爱心，玛卡
酒，送父母，玛卡龙真情送老
人”活动。

玛卡美酒介绍

玛卡美酒系由秘鲁国宝
玛卡经过生物发酵后与干红

葡萄酒二次发酵酿造而成。具
有葡萄酒芳香和玛卡独特的
风味，酸甜适宜，口感柔和，风
味独特。

玛卡原产于秘鲁安第斯
山脉，是目前世界医学专家公
认的当之无愧的世界滋补品
之王，它的营养价值远远超越
了世界上任何一种天然植物。
是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
寿之圣品。

现就活动有关事项做如
下说明：

活动时间：从2016年1月20

日起，限额500名，满额即止。
参与人群：凡年满60周岁

及以上的老人均可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

报名者本人或家人持老
人身份证到毓璜顶西路东风
里 1 8号创进国际 2楼玛卡龙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办 理 登 记 手

续。
凡参加本活动者，每人需

交纳600元的会费，即可享受玛
卡龙公司每月赠予的玛卡美
酒3瓶，价值596元。每月25日前
到登记地点领取。

会费满一个月后可随时
退还，退还后不再享有会员待
遇。

报 名 电 话 ：2 9 6 0 9 2 5
2960926 29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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