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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71）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

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

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

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

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

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

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选择之中，找准方

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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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市中心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宣讲会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10 月 25 日下午，市中心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宣讲会，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府

研究室副主任张玉梅作专题宣讲。市中心党总支书记莫植贵

主持宣讲会，中心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张玉梅副主任以理论结合实际，围绕‚从村党支部到总

书记‛‚‘从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等三个方面，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核心要义和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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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深刻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对

《纲要》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增强了贯彻落实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提高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的能力。 

两个小时的宣讲报告，气氛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这次

宣讲报告会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和实践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脉络

精髓、理论逻辑有了更深的了解，会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开展好主题教育、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住房公积金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综合科  柯彩容） 

 

 

 

注重分类指导，切实抓出实效 

——市中心到各办事处党支部开展主题教育指导工作 
 

‚吴川办事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学习

氛围和党员学习都见一定效果，主题教育要取得切实效果，

还要将学习与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吴川办事处要在促缴建制

方面做典型，就要将主题教育与促缴建制工作融合起来，确

保学出实效，做出成效……‛ 10月 30 日，市公积金中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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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最后一站来到吴川办事

处党支部，对该党支部主题教育工作进行了指导。 

 
参加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参加雷州办事处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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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 月 22日开展，市中心主题教育指导组分别深入到

遂溪、雷州、徐闻、廉江、吴川等五办事处党支部开展主题

教育工作，根据各党支部党建工作特色，认真了解各党支部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查看主题教育相关工作方案、主题教育

学习会议记录、党员学习笔记、‚一台账两清单‛、党员志

愿者活动开展情况、主题教育氛围创设等，并一对一向各党

员了解主题教育的学习成效。此外，指导组还参加了徐闻、

廉江和吴川办事处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关于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坚持举措服从效果，形式服从内容，是市中心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各办

事处党支部主题教育指导工作中，指导组对各党支部主题教

育工作存在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并对开展好下一阶段主题

教育工作作出了要求：各党支部结合办事处工作实际、党建

工作特色等，认真做好主题教育后半阶段工作，尤其要重视

抓好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要将主题教育工作与住房公

积金业务工作、党员志愿者服务结合起来全面深入开展，加

强党性修养、提升能力本领，确保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 

（综合科  柯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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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体验找问题，担当作为抓整改 

——市中心副调研员钟日富开展换位体验为民服务活动 

 
在建行吴川支行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柜台 

 ‚您好，我是来咨询怎么办理贷款业务的？需要哪些条件

才能办理？手续简便吗？‛ 

   ‚我有住房公积金，可是我的爱人没有，她需要一起来

办理业务吗？‛ 

    在建行吴川支行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柜台，市中心副调

研员钟日富以办事群众的身份向柜台工作人员咨询。 

    一连串的问题一个一个抛给柜台工作人员，包含了贷款

业务办理条件、手续、时限、额度计算等。同时，还以爱人

身体不方便，需要上门服务等问题检验业务承办银行的服务

质量和成效。这是此次换位体验为民服务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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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行吴川支行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柜台 

    ‚公积金首付要付多少成？‛ 

   ‚我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很低，但是我想贷多点，有没有

什么办法？‛ 

    ‚我都有工资流水了，为什么还要提供一份收入证

明？‛ 

    ‚你觉得公积金贷款的流程怎么样？‛ 

    在工行吴川支行，钟日富副调研员同样以办事群众的身

份向贷款业务柜台工作人员咨询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业务及相关流程。依然是一连串的业务问题。通过一问一答，

钟日富副调研员更加深入了解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

过程中存在的需要整改的问题，更精准地把准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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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楼盘广成中央公馆 

    ‚你觉得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哪个手续更方便？‛ 

    ‚两个手续都差不多，但是公积金贷款利率更优惠，比

较好。‛ 

    ‚我不知道自己的公积金有多少，你这里能帮我计算到

我能贷多少吗？‛ 

    ‚可以用粤省事查询，很方便的。‛ 

     在广成中央公馆里，钟日富副调研员依然是以普通缴

存职工的身份向楼盘工作人员了解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及提

取业务办理相关条件及手续。同时还向楼盘工作人员了解现

在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时限、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楼盘

工作人员指出现在公积金业务办理比较方便，如提取业务即

时到账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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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到建行、工行业务柜台以及开发楼盘开展换位体验

为民服务活动，钟日富副调研员详细了解到住房公积金贷款

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迅速向贷款科作出整改工作

部署和安排。一是要求贷款科迅速开展业务调研，与各业务

承办银行沟通协调：是否能精简二手房组合贷款办理资料取

消评估报告；二是要求在对业务承办银行及开发楼盘工作人

员进行住房公积金政策业务培训时，要注重针对新系统上线

后的线上平台培训，特别是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的使用，

使更多职工知晓‚零跑腿‛办事方式。 

（综合科  窦小磊） 

 

 

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钟玲副主任

一行到我市中心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 

学习交流 
 

10 月 28 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钟玲副主任

等一行 5 人到市中心进行学习交流。 

石钟玲副主任一行参观市中心二楼服务大厅、职工图书

阅览室、信息中心等，了解中心各业务办理情况、单位文化

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情况。 



 

 － 11 － 

 

随后，双方举行业务工作座谈会，市中心詹燕芬副主任、

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詹燕芬副主任介绍我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有关情况，双方认真观看了市中心发展专

题片，并就归集业务、促缴建缴追缴等情况进行深入交流与

学习。 

（综合科  柯彩容） 

 

 

积极参与 团结合作 

——市中心工会组织开展户外拓展活动 
 

为全面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加强单位工会文化建设，加强职工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单

位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执行力，10 月 26 日上午，市中

心工会组织干部职工到遂溪缤纷分享园开展户外拓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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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户外拓展组织开展了攻防箭野战拓展、抓鱼、采摘

鲜果、野炊等活动。 

刺激的攻防箭野战中，身着迷彩服，头戴防护面罩，手

持安全弓箭的攻防双方激情洋溢、协调配合、顽强拼搏，进

行了一场畅快淋漓的比赛；抓鱼活动，以‚大手牵小手‛为

契机，职工家属带领小朋友进行有趣的‚捞鱼‛比赛，在活

动中体验农家乐趣亲近；采摘鲜果，亲近大自然并享受自己

采摘的成果；拾柴烧火、炒菜做饭、垒窑焗玉米番薯等，大

家积极参与野炊活动，分工明确、齐心协力，享受了一顿非

常有意义的午餐。 

本次拓展活动丰富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帮助大

家放松自我、愉悦身心的同时增强团队合作精神、关心关爱

下一代成长，促使干部职工以积极向上的姿态践行初心使

命，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廉江办事处  黄仁广） 

 

业务动态 

 

换位体验为民 督促指导提效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0 月

25 日上午，廉江办事处郑建鹏主任一行到建设银行廉江支行

开展换位体验为民服务活动，查找工作流程、服务举措方面

存在的问题短板并进行督促指导。 



 

 － 13 － 

 

郑建鹏主任以办事群众的身份分别到各业务柜台进行

业务咨询，体验该行住房公积金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

率。在贷款业务柜台，郑主任详细咨询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受理、抵押等问题，从前台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住房公积

金贷款条件、申请资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业务知识。

在缴存业务柜台，郑主任对住房公积金开户缴存、开设住房

公积金专户、网上业务办理等问题进行提问，工作人员都作

了详细解答。郑主任对业务柜台的服务给予了充分肯定，鼓

励工作人员再接再厉，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最后，郑建鹏主任到建行信贷部了解目前贷款业务存在

的困难及问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并督促其严格按照住房

公积金抵押贷款实施办法新规定开展业务，帮助住房公积金

缴存职工实现住房安居梦。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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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提供政策指导  为民服务解难题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0 月

28 日下午，廉江办事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到廉江市美景国际

广场提供住房公积金政策业务指导。 

党员志愿者通过详细解读我市今年印发的《湛江市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实施方法》（湛公积金委[2019]3

号），认真介绍新一代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的操作流程

和使用方法，以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业务问题答疑，切实提

高了美景房地产公司销售人员的住房公积金业务服务水平。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带头到楼盘提供政策业务指导，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主题教育为民服务解难题的具体目标，是廉江

办事处党支部继续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重要体现，有力推动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效益型

发展。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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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廉江办事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日活动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党

员干部党史、新中国史教育，10 月 21 日下午，廉江办事处

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

员干部到廉江市石角镇山底革命教育基地参观见学。 

山底，是廉江市较早的革命活动地区之一，石角第一党

支部在这里成立。为纪念当年山底地区共产党人为革命胜利

作出的重大贡献，石角人民陆续建起廉化陆博纪念碑、山底

革命纪念馆，保存维护田头革命地下交通站遗址、山底刘付

宗祠、化北大队成立旧址等红色资源。廉江办事处全体党员

干部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山底革命纪念馆、观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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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教育纪录片《从山底出发》，认真听讲解员介绍当年山底

各个时期革命斗争史，详细了解当年山底革命情况，接受了

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党史学习和党性教育。 

通过追寻红色革命足迹、铭记红色革命历史，全体党员

干部重温了党的光荣历史和老一代革命先驱的光荣事迹，加

强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党性修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达到了寓教于行的效果。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党章党规 

专题学习会议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落

实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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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下午，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党章党规专题学习

会议。会议由郑建鹏书记主持，全体党员参加。 

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时重要讲话

精神为第一议题展开学习，一章一节研读、逐句逐段细读，

以及认真学习了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郑建鹏书记强调，各位党员同志要把学习党章党规作为

一项重大任务、终身课题，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要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重点对照党章党

规，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

题，不断増强党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不断提升

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为即将召开的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做好充分准备。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根据市中心《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工作方案》部署要求，10 月 29 日

下午，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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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会议由廉江办事处党支

部书记郑建鹏主持，市中心副主任、主题教育指导组组长詹

燕芬及指导组组员到会指导。 

 
会上，郑建鹏书记严格对照党章党规，主动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开展对照检查，就

中央提出的‚18个是否‛汇报了个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查

摆问题情况，既实事求是回答有没有问题，又深入查摆了自

身存在的问题，同时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方向。汇报准备充分、

检查全面、分析具体、批评深刻，达到了预期效果。 

詹燕芬副主任充分肯定了廉江办事处对照党章党规找

差距专题会议，并对开展好下一阶段主题教育提出了指导意

见：一要切实用理论武装头脑，联系实际工作学、结合岗位

职责学、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二要务求实效，坚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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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动、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着力解决实际问题；三要加

强组织领导，支部书记以上率下，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

展。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习作园地 

 

书到用时方恨少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最近工作

生活的生动写照。这句话出自陆游的《警世贤文》之勤奋篇，

说的是平时不努力学习，等到要使用知识时，才知道自己知

识不够用；一件事情看见别人做了都会觉得很容易，自己亲

身经历时才知道原来很困难。知识储备不足的我常常在‚使

用‛和‚实践‛的‚照妖镜‛下原形毕露。 

博览群书的人，总可以出口成章，一张嘴就是名言佳句，

一下笔就是范文佳作；而看书少的人，在脑子里苦苦寻找半

天，也可能找不到半句有用的话。我就属于典型的后者。在

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文章没有充足的论据来支持，或

是记不起一句千古名言来画龙点晴。想认真地写一篇东西往

往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深感力不从心、无从下笔。这种无奈

的窘境，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究其原因，书到用时方恨少正是因为我们平日阅读少、

积累少、思考少。宋朝著名哲学家、诗人朱熹讲读书有三到，



 

 － 20 － 

谓心到、眼到、口到。要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只有

心眼口三效合一，进行熟读和精思的消化，日后才能学以致

用。因此，我们要想下笔如有神，平时就应多读多思多记，

特别注意积累一些好的资料和素材，到了真正写作的时候，

就会信手拈来，自然不会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阅读是我们写作的基础。我们平时要用心地读书，细细

地体会，慢慢地领悟其中的真髓。看文学作品，可以学一学

遣词造句、文笔精华、结构手法；阅览自然科学书籍，可以

了解一下科学常识、增长知识、扩展阅历；或是专业类文章，

则要留意文章的观点，以及论点、论据、论例等等，用以提

高自己的知识和理论水平。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读书读得再多，记不住也是枉

然。因此，我们要养成积累资料素材和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

平时读到的名言佳句和好的观点论调，都要随时记录下来。

还可以写些个人心得体会，做做读书笔记等等，真切地感知

文章内容，认真地积累资料素材，以备日后的写作之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经常说要理论

联系实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做到知行合一。知

行合一，不仅要求我们要努力读书学习，还要将所学知识运

用到生活实践中去，要缜密思考把所学和所用有机结合起

来。只读书而不去实践，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只实

践而不去读书，就会缺少依据很难获得成功。所以，学习不

是最终目的，学以致用才是更重要的。 

古今的贤能之士、文人骚客，之所以能出口成章，下笔



 

 － 21 － 

如神，也并非与生俱来的，大多得益于每日的用心苦读。北

宋文学家苏轼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

读尽人间书。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多阅读、多积累、多思考，

他日也能摆脱‚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困境，达到‚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好书我来读 

编者按：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培养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中心定于每月收

集整理干部职工读书记录，供全体干部职工阅。各科室、办

事处于每月底前把读书情况报到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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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我来读——10 月 

阅读者 
阅读时

间 
书名 作者 

书籍 

来源 
读后感悟 

窦小磊 2019.10 

《‚不忘

初心、牢

记使命‛

优秀共产

党员先进

事迹选

编》 

 

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

室 

单位

赠阅 

感悟先进人物事迹，

向榜样学习 

黎影 2019.10 

《习近平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

要》 

中共中央

宣传部 

单位

赠阅 

学习并学会在工作、

生活中运用战略思维

能力、历史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创新

思维能力、法治思维

呢里和底线思维能力 

柯彩容 2019.10 

《习近平

关于‚不

忘初心、

牢记使

命‛论述

摘编》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

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

室 

单位

赠阅 

不忘初心，无问西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张东燕 2019.10 

《安

娜·卡列

尼娜》 

列夫·托尔

斯泰 

自行

购买 

处在虚伪冷漠环境下

对爱情的追求注定是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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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者 
阅读时

间 
书名 作者 

书籍 

来源 
读后感悟 

雷广平 2019.10 

《习近平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

要》 

  

中 共 中 央

宣传部 

单位

赠阅 

   

加强理论学习，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梁振庭 2019.10 

《中国共

产党的九

十年 》 

中 共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单位

赠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

是需要坚强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来领导，开

天辟地，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