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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落实 促发展

坚决扛起抓落实的责任
甘肃日报评论员
在刚刚结束的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体
会议上，省委书记林铎就全省下半年工
作作出部署安排，号召全省上下紧盯目
标任务，
立足各自实际，
坚决扛起抓落实
的责任，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
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在全省党员干部中
形成抓落实的强大合力，确保党中央和
省委决策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分部署，
九分
落实。如果不抓落实，
再好的目标，
只是
一串飘在空中没有落地生根的数字；如
果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只能是一张
挂在墙上没有变为现实的图画。近年
来，我省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遭到严
重破坏、当前经济发展出现逆势下滑态
势，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抓贯彻、抓落
实、抓见效上做得不到位。不少干部在
抓落实上出现了各种不该有的错误态度
和不当行为，
有的干部动力不足不愿干，
对抓落实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干起工作
拖拖拉拉，
或者还需要人推着走；
有的干
部能力不足不会干，干起工作既没有想
法更没有办法；有的干部魄力不足不敢
干，明哲保身，爱惜羽毛，落个树叶都怕
砸着脑袋。正是这些干部有了这样的心
态和作风，
才导致工作要么悬了空，
要么
走了形，
要么打了折扣；
工作效果跟省委
的要求相去甚远，党的事业在这些干部
手上一落千丈。上半年，
我省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
同比下降，尽管有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带
来的影响，
但类似这样的干部乱作为、不

作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林铎书记在大会上强调，从现在开
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把抓落实作为一
切工作的关键，
把解决不落实、落不实的
问题当作最紧迫的任务，深入分析存在
的表象和症结，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办
法和机制，
并从七个方面为抓手，
苦修抓
落实的内功，苦练抓落实的本领。党员
干部要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
力不足的危险，
尽心尽力履职尽责，
面对
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失误敢于主动
担责，
关键时刻豁得出来，
危急关头顶得
上去，
把谋事、干事、成事统一起来，
做到
忠诚干净担当，
树立真落实、快落实的干
事导向。
要突出重点抓落实。实现今年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目标，
任务非常繁重、工作
千头万绪，
必须区分轻重缓急、突出薄弱
环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经济发
展、脱贫攻坚、祁连山生态环保问题的整
改、社会和谐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建
工作，
充分发扬“钉钉子”
精神，
切实抓好
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实。特别是党政一把
手要亲自抓、亲自管，以身作则扛起责
任，
做到指挥协调在一线、督促落实在一
线、解决问题在一线，
努力推动各项工作
再上台阶。
要及时有效抓落实。贯彻好党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
不是会上讲了、文件发
了、要求提了就行了，
要讲质量、出实招、
重跟踪，把工作做深做细才是真落实。
当前，
“实不起来、紧不起来、细不起来、

落不下来”
的问题，
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
在。对此，
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
坚
决防止和克服这些不良倾向。要精耕细
作，
盯住任务落实的最末梢做工作，
盯住
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用力气，确保各项
任务达到预期效果。
要加大整治力度抓落实。当前，社
会各方面对我们干部抓落实不力的意见
很大，反映很多，有“政令中梗阻”，一些
政策执行不了，
在落实环节存在偏差；
有
“责任中梗阻”，
“庸、懒、散、浮、拖”等现
象大量存在；
有“作风中梗阻”，
重表态轻
实干、重声势轻落实、重面子轻里子。针
对这些问题，
各级各部门要对照反省、深
入排查，
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中治理，
进一
步推动政务和发展环境的好转。
要提升能力素质抓落实。很多时
候，工作不落实、落不实，主要原因还在
于能力不够、办法不多。加强学习研究、
提升能力素质是作决策、抓落实的“先手
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
掌握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同时，
要系统学习自身工
作所需要的一切必备知识，广泛学习各
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理念，靠勤奋锻造与
承担职责相匹配的能力。
要强化担当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各级干部必须要有“事不避
难，
勇于担当”
的精神，
大兴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的作风，不畏惧困难、不回避矛

盾、不推卸责任、不避重就轻，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
坚决承担起推动发展、为民
造福的重任，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要层层传导压力抓落实。抓落实既
要靠觉悟，也不能没有压力。要健全责
任分解机制，
把任务分解到部门、具体到
项目、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以严格
的责任制抓落实、促成效；
要健全督促检
查机制，改进督查方式、用好督查成果，
做到督查一次就要有一次的收获；要健
全考核评价机制，
既要突出普遍性、同类
同考，也要突出差异性、提高专项权重，
在考核体系中可以设定专门分值评价一
个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省委专项要求和
有关领导同志专项批示的情况；要健全
奖励问责机制，褒奖埋头苦干狠抓落实
的干部，教育和调整坐而论道不抓落实
的干部，问责和惩处弄虚作假失职渎职
的干部，以强有力的震慑举措推动形成
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的正确导向和良
好氛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八
个着力”
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的安排部署，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
坚决扛起抓落实的责任，
真正把工作
往深里做、往实里做，
不断加快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进程，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载 2017 年 8 月 3 日《甘肃日报》）

兰州市出资 100 余万元
救助 630 户计生特困家庭

秦安:花椒丰收

香飘万家

兰州晨报讯（记者赵汇）近日，兰州市计生协
在全市范围内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开展调查
摸底工作，2017 年拟救助 计生特困家庭 630 户，
发放救助金 109.1 万元。
据悉，此次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年内独生子女
死亡或伤残的特殊困难家庭；独生子女父母死亡
或伤残的特殊困难家庭；因家庭遭遇重大灾祸造
成严重经济损失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因巨额
医疗费用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兰
州市计生协按照救急、
救重、
救需的原则，
在这次救
助活动中进行了细致的摸底调查，
在确定人选时严
格按照程序、
标准审核，
确保救助金的使用公开公正，
真正让符合条件的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得到救助。

兰州市 2017 年度大学生创业
带动就业扶持行动
补贴资金申报启动

近年来，秦安县借助群众栽植花椒积极性高的特点，因势利导，加大扶持力度，在王窑、安伏、千户、王甫、中山等
适宜栽植区域，加大花椒建园精品示范点建设，基本上实现了适宜栽植区域全覆盖。目前，全县花椒种植面积达
16.85 万亩，年产量突破 2100 万斤，总产值 12.6 亿多元，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在 15%以上。
近日，秦安花椒进入采摘期，地里一片忙碌。
兰州晨报通讯员 汪敏刚 首席记者 王兰芳 摄

降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市区部分路段积水 兰州市未来三天以晴为主

兰州晨报讯（记者田玥）8 月 12 日晚间，强对流天气再次光临兰州，电闪雷鸣后，瓢泼大雨落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后才渐渐减弱，市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兰州市国土资源局与兰州市气象局 12 日 21 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预计 8 月 12 日 21 时至 8 月 13 日 21 时，兰州市大部有较高（三级）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注意
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8 月 12 日白天，兰州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最高气温不到 30℃。到了晚间快 8 时时，天空乌云密布，大风刮起，一场
大雨呼之欲出，半个多小时后，闪电划过，雷声轰轰，大雨瓢泼降下，噼里啪啦砸在路面上、窗户上。匆匆而过的降雨带
来凉爽和清新，
但市区部分路段随即出现积水，
兰州大部也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报显示，
未来三天，
兰州天气晴好，今天晴，
气温 16℃-31℃；
明天晴，
气温 17℃-32℃；
后天晴，
气温 18℃-32℃。

兰州晨报讯（记者田玥）近日，兰州市人社局
举行兰州市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行动补贴
资金发放仪式，对 2016 年度审核符合条件的 6 家
创业企业发放了 34 万元补贴。记者了解到，兰州
市就业和人才服务局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行动补贴资金申报工
作的通知》对今年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行动进
行了安排部署，
按照企业符合扶持要求的安置就业
人数，
每安置就业1人给予5000元的创业带动就业
扶持补贴，
每户企业每年享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累计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据了解，兰州市大学生创业资助扶持计划扶
持对象为由各类高校毕业生创办、在兰州市注册
成立满 1 年且不超过 5 年的企业（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期间注册成立），企业主要
负责人（指企业法人代表或董事长、总经理，以工
商注册信息为准）为 35 周岁以下（1981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毕业不超过 10 年（2007 年及以后
年度毕业）的各类高校毕业生（含在读硕士、博士
研究生）；企业吸纳安置 5 名以上劳动者就业并与
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工资达到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以上、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有
较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及账目管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