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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教发〔2022〕3 号

中共江夏区教育局委员会
关于印发《江夏区教育系统“转作风、优环境”

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各科室，各街道教育总支，各直属单位党委、党（总）支部：

现将《江夏区教育系统“转作风、优环境”专项治理活动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中共江夏区教育局委员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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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区教育系统“转作风、优环境”

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

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市委、区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以及市第十四次党

代会、区第六次党代会和区委六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

区三级干部大会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转

作风、优环境”专项治理活动。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坚持把市场评价作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作为第一

感受，市场主体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锚定“四最”目标，围绕

“五大环境”，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执法推动政策落实、革除

作风顽疾、清除腐败沉疴、扫除行业乱象，弘扬“拼、抢、实”

作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实施“五区”战略，建设“五个

江夏”，打造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优良作风保障。

二、整治内容

主要聚焦五个方面，整治五类问题：一是聚焦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二是聚焦责任落

实，坚决整治履责不力、失职失责问题；三是聚焦优化政务服

务，坚决整治服务效能不优、作风不严不实问题；四是聚焦保

护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坚决整治破坏公平竞争、侵害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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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是聚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坚决整治“亲而不清”“清

而不为”问题。

通过专项治理，着力纠正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假作

为、乱作为等四种行为。

（一）纠正庸碌无能“不作为”。加强对政策落实、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以及要素环境等事项的监督检查，着力纠正以

“清”为借口“清而不为”，流于形式“亲而不实”，服务企

业“亲疏不一”问题；坚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在位不在岗、

在岗不尽责，玩忽职守、不思进取、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

动，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外推，把责任甩锅转嫁基层

等问题。

（二）纠正效率低下“慢作为”。着力纠正等政策、等项

目、等资金、等批示、等文件、等调度，不主动跟进对接工作，

没有时限意识，工作缺乏紧迫感问题；着力解决甘愿当“太平

官”，求稳怕乱、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为了不出事，宁可拖

着干，相关领域改革进展迟缓，部分遗留问题久拖不决问题；

坚决整治窗口部门态度粗暴、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说不一个

比一个快，说行一个比一个慢，导致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

问题。

（三）纠正欺上瞒下“假作为”。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中央支持湖北和武汉一揽子政策、省

市区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的监督检查，着力纠正走过

场做虚功、打折扣搞变通等问题。紧盯简政放权、涉企服务、

惠企政策落实、中小微企业融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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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跨城通办”“高效办成一

件事”等重点事项，坚决纠正审批权限明放暗不放、审批服务

事项明进暗不进、审批环节场外运行、办事清单大而化之、审

批审查细则不公开、审批窗口“收发室”化等制度上墙不上心

问题。

（四）纠正不讲规矩“乱作为”。加强对工程建设、土地

管理、行政审批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深挖彻查官商勾结、

弄权渎职、权钱交易、当“卡求大爷”等问题。加强对构建开

放有序市场环境、诚信政府建设、执法司法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乱拍板乱决策、垄断经营、失信违约、涉法涉诉等背

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着力纠正职能部门出台政策相互掣肘问

题；坚决整治不依法依规办事，办私人的事一个比一个胆子大，

办公家的事一个比一个胆子小，恣意执法、借法谋利等破坏法

治环境的问题。

三、任务措施

专项治理活动从 2022 年 2 月开始，到 11 月底结束，分四

个阶段进行。

（一）深化思想教育（2022 年 2 月）

思想教育集中在 2 月开展，并贯穿于专项治理活动全过

程。

1.召开一次动员部署大会。认真对照全局开展专项治理活

动的部署要求，召开一次全体党员干部动员大会，迅速在全区

教育系统形成统一思想，凝聚广泛共识，为专项治理活动顺利

实施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职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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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迅速启动“转作风、优环境”专项治

理活动。各街道教育总支、二级单位、直属学校（幼儿园）工

作方案于 2022 年 2 月 20 日前报局 118 办公室，联系人：罗通，

联系电话：027-81820031。街道教育总支所辖中小学校、幼儿

园工作方案报各教育总支备案。（局监察室牵头，各科室、二

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2.开展一次专题学习活动。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为专项治理活动重要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专题学

习。通过开展理论学习、“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组织

生活会、干部学习会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转变

作风、担当作为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在谋事、创业、律

己方面脚踏实地，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政绩观。

（局政工科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

学、幼儿园落实）

3.开展一次大讨论活动。以“同心同德干事业，一心一意

谋发展”为主题，以小组形式开展大讨论活动。每一名党员干

部都要结合岗位职责，反思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能做什么、做了

什么、要怎么做，把讨论的过程变成深化党员干部认识、提升

精神境界的过程。（局政工科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

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二）认真查摆问题（2022 年 3 月至 4 月）

各单位要通过对照症状自己找、征求意见深入找、同志之

间相互找等多种形式，深入查摆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梳

理形成问题清单，明确措施逐一整改并形成整改台账备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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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带头查摆，全体党员干部广泛参与。

查摆问题要重点通过“四个对照”深挖细照：

1.对照履职表现找问题。紧密结合岗位职责和履职表现查

摆问题，领导干部侧重查找带头作用是否明显，在抓落实、谋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一般党员干部侧重查找精神状态是否良

好，在干事创业、服务群众、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局

政工科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

幼儿园落实）

2.对照群众诉求找问题。紧密结合联系服务群众，从工作

效能、服务水平等方面查摆问题，对群众反映情况比较集中的

领域要深刻透视、深入解剖，深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局办公

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

园落实）

3.对照工作推动找问题。紧密结合区委区政府部署的各项

重点工作任务和本单位重要工作推动情况查摆问题，对工作推

动缓慢、成效欠佳的要分析原因，查找存在的作风问题。（局

办公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

幼儿园落实）

4.对照追赶先进找问题。紧密结合实施“五区”战略，紧

扣建设“五个江夏”，对标打造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在寻求加快江夏教育发展的工作思路、方式方法上查摆问题。

（局办公室、基教科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

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三）强化整改落实（2022 年 3 月至 9 月）



— 7 —

1.开展五个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制定整改

方案，明确整改责任，落实整改措施。以开展五个专项整治行

动为载体，把整改引向深入、落到实处。

（1）开展文山会海、督查过滥专项整治。以切实为基层

减负为目标，对文山会海反弹、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过多等问题

进行专项整治。（局办公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

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2）开展执行不强、落实不力专项整治。以提升执行力

为目标，对落实不力、思路不宽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全面核

查区委区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推进情

况，动态跟踪，明确时限，全程督办。（局办公室牵头，各科

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3）开展担当不够、精神萎靡专项整治。以提升干部精

气神为目标，对干部担当不够、干事劲头不足等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针对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开展谈话提醒、

批评教育。（局监察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

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4）开展效能低下、服务落后专项整治。以提升行政效

能为目标，对行政审批和政务效能低下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对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项目审批等制度改革开展绩效评

估。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首问责任制、AB 岗工作制，推行当

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等制度，着力推动集中办理、就

近办理、网上办理、异地可办，努力实现即到即办。推进政务

服务标准化，制定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工作流程和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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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并联审批、互动机制，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优化政务

流程，促进政务服务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健

全完善领导干部蹲街挂校制度，强化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提

供贴心服务，进一步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局

办公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

幼儿园落实）

（5）开展作风散漫、纪律松弛专项整治。以建设优良党

风政风，推动政治生态良性循环为目标，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把作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日常监督、审查调

查，严肃查处干部作风问题。（局监察室牵头，各科室、二级

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2.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一批规章制度、出台一批改革

举措，建立整治作风顽疾的长效机制。按照从严治党要求，结

合活动中查摆出来的问题，对于制度缺位的抓紧建章立制。结

合教育实际建立健全办事程序、审批流程、服务承诺等制度，

按照规矩和效率兼顾的原则，从方便群众角度出发，尽量简化

手续、提高效率。（局办公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

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四）加强监督问效（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

1.畅通举报渠道。广泛收集作风问题线索，公布举报受理

电话，开通意见收集专用信箱，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作风建设的

意见建议，并定期向相关科室及单位反馈。（局监察室牵头，

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配合）

2.强化结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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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褒奖先进。对执行力强、工作落实好、工作表

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在系统进行表彰。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

导向，坚持在教学一线工作中锤炼干部、检验干部、识别干部、

选拔干部，把监督检查结果和干部考评、使用挂钩，大胆提拔

使用担当作为、表现突出、堪当重任的优秀干部，充分调动广

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局政工科牵头，各

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配合）

（2）严肃追责问责。对开展作风顽疾整治不积极，提升

行政效能不明显，工作失职失责，落实区委区政府、局党委决

策部署不到位的科室及单位，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领导干

部责任。对履行本职工作存在不作为、不担责、不胜任现职、

难以有效履行职责的干部，尤其是不敢担当、作风漂浮、落实

不力，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干部，坚决采取调离岗位、

免职、降职等方式组织处理。对存在严重作风问题、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纪依法依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局监察室牵头，

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配合）

（3）落实容错纠错机制。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对被错告或者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在一定范围澄清正名，严肃

追查处理诬告陷害行为。正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注重看违纪情节、危害程度、时间节点、动机原因、认错态度、

一贯表现和群众口碑，按政策使用好受到问责处理并已经改正

错误、实绩突出的干部，精准容错纠错，旗帜鲜明为敢闯敢试

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局监察室牵头，各科室、二级单位、

街道教育总支、各中小学、幼儿园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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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转作风、优

环境”专项治理活动是响应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要求，深化全

区教育系统作风建设、开创全区教育系统发展新局的必然要

求。各科室、二级单位、街道教育总支和学校要提升认识、高

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努力在创新机制上有

新突破，在工作推进上有新作为，在惠民利民上有新成效。

（二）落实挂点联系。局领导分别蹲街挂校，指导活动开

展，审阅问题台账、整改方案及制度建设情况，抓好分管领域

开展活动，做到推动专项治理活动和抓好分管工作“一体化”。

（三）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一盘棋”

思维，局监察室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各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

要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四）强化宣传引导。全区教育系统“转作风、优环境”

专项治理活动宣传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要加强和区委宣传

部、江夏融媒等新闻媒体单位沟通联系，用好通报载体，推送

典型经验，促进交流借鉴，带动整体提升。发挥正反典型作用，

既宣传正面典型，树立先进标杆，又曝光反面案例，持续警示，

引导全区广大干部树立改进作风、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意识。

附：江夏区教育系统“转作风、优环境”专项治理活动领

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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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江夏区教育系统“转作风、优环境”专项

治理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叶启发 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组长：程晓树 党委委员

副 组 长：侯文亮 党委委员、副局长

陈玲霞 党委委员、副局长

辛从阳 党委委员

付耀胜 副主任督学

吴畅青 党委委员

罗建兰 党委委员

成 员：局各科室和二级单位负责人、教育干事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监察室，由熊贤广兼任办公室主任，

负责专项治理活动的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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