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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化监督长效机制原因
阴潘全义

营商环境法制化监督袁 主要是以正确的
制度体系和完善的执行机制袁 按照预期推进
各项工作遥 营商环境法制化监督长效机制的
构建袁应在营商环境法制化发展尧政务环境优
化尧企业监管等方面进行全面思考袁在各个方
面实现法治化管理和监督袁 构建一个有序和
健康的经营和市场竞争环境遥
一尧 营商环境优化的法制化监督的理论
依据
渊一冤既定政策文件的发布和落地
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
重要改变后袁 我国必须注重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遥 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袁必须能依靠制
度手段构建健康尧廉明尧清正的营商环境袁在
此形势下袁我国通过及时发布政策文件袁指导
各地区尧 各经营主体有有目标和有计划的进
行产业创新和升级遥
渊二冤市场秩序维护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

作为保障
法治是市场管理和国家治理的理性选
择袁必须动态更新和完善制度体系袁以保证整
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遥 制度尧规范尧
标准袁都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保障和措施袁
应能根据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要求袁 及时的
进行完善和修订袁 为优化营商环境奠定扎实
的法律基础遥
渊三冤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袁是
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健康发展的价值共识袁
更是保证立法和执法程序合理性的指导思
想遥 现在市场是商业发展的杠杆袁商业在发展
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市场规律袁 形成科学的法
治理念袁 在法治理念指导性建设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袁需要法规法制的作用袁营造科学
的营商环境袁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遥
二尧确立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

渊一冤构建健康的政治生态
从本质上来讲袁 营商环境优化属于行政
管理问题袁需做好政治生态优化遥 地方政府需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色袁以及资源优势袁制定
科学的行政管理模式袁 督促和引导企业合法
经营和有序扩大生产规模遥 因此袁优化营商环
境法制化监督长效机制的分析袁 必须以优化
政治生态为着力点袁 注重制度体系创新和完
善袁 生成具有高度现实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的
行政监管体系遥
渊二冤处理好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要
素袁 若不能有序和规范化的参与经营和投
资活动袁将无法构建优质的营商环境遥 职能
部门在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过程
中袁 必须处理好复杂的管理和服务的关系
遥 处理好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袁对优
化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袁 在相关法制法

中国一冶濮阳市大数据中心项目部 组织防汛应急演练
6 月 16 日袁中国一冶濮阳市大
数据中心项目部组织全体人员尧分包队伍管
理人员进行防汛应急演练活动遥
根据市质监站的防汛演练活动的指导思
想和目标要求袁结合实际情况袁为确保此次防
汛演练活动的正常进行袁 项目部制定防汛演
练应急预案活动方案袁 并按照此次演练的方

案内容袁进行了明确分工袁确定各自职责和任
务袁准备了相应的应急演练物资袁为规范性地
开展好这次演练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现场总指挥在接到通知后袁立即启动应
急抢险预案袁有序组织人员将装好的沙袋堆
砌成一米高的拦洪坝袁同时模拟降雨猛增趋
势袁安装两台抽水泵进行排水袁经过大家的

不懈努力奋战袁有效地阻止了洪水的威胁遥
随后袁现场总指挥对此次活动的优势和不足
进行了简短的点评遥
通过演练袁提高了全体人员对防汛安全
知识的认识袁深刻地体会到应急演练的重要
性袁为项目工程的稳步安全向前推进奠定良
好基础遥
渊陈利霞冤

“豫创
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河南省分区赛暨
天下”
“凤归中原”创业大赛新乡市选拔赛圆满落幕
6 月 9 日袁第五届野中国创翼冶
创业创新大赛河南省分区赛暨野豫创天下冶
野凤归中原冶创业大赛新乡市选拔赛决赛在
新乡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圆满落幕袁 水木
孟电碳中和示范工厂尧 绿水良田 醉美稻乡
等 5 个项目分别获得五个项目组的第一名遥
第五届野中国创翼冶创业创新大赛河南
省分区赛暨野豫创天下冶野凤归中原冶创业大
赛新乡市选拔赛袁 由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尧 新乡市财政局等 11 个部门共同
主办袁 由新乡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具
体承办遥 本次大赛的主题是院野创响新时代袁
共圆中国梦冶遥 市大赛组委会收到报名项目
共计 1605 个袁项目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曰经
过资格初核尧 专家评委的书面资料评审等
环节袁 选择 30 个优秀项目进入新乡市选拔
赛决赛遥
6 月 9 日袁在大赛开幕式上袁省人社厅

烈角逐袁专家评委张海军尧潘建文等 7 位老
师的现场评审打分袁制造业项目组的水木孟
电碳中和示范工厂项目获得一等奖袁储能锂
电池电解液尧氢能装备国产化及碳中和多场
景运用示范探索项目分别获得二等奖曰服务
业项目组的高阶电商项目获得一等奖曰一网
打尽尧 智慧康养 惠及千万家项目分别获得
二等奖曰劳务品牌专项组的志同道合获得一
等奖曰党建引领 图文设计放光彩尧满天星肉
丝带底项目分别获得二等奖曰乡村振兴专项
组的绿水良田 醉美稻乡项目获得一等奖曰
花之玫玫瑰种植深加工尧碧草筑梦--野绿洲
一号冶全产业链项目分别获得二等奖曰青年
创意专项赛的凝聚科技 驱动未来项目获得
要基于 APM 飞控的环
一等奖曰光彩精灵要要
保型电子烟花尧规园艺景-规划宜人景观 慢
享怡然生活项目分别获得二等奖遥
渊时水利 王立奎 李 莹冤

就业促进局局长张文安在视频致辞中强调袁
要以此次创业创新大赛的举办为契机袁以更
大的力度推进政策创新尧优化配套服务袁帮
助所有有梦想尧有想法的创业团队和个人投
身到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的时代洪流中袁助
力创业创新者实现自己的创业梦袁切实发挥
好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袁为全省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贡献新乡力量袁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浴市委常委尧统战部长尧
副市长王占波致辞并宣布大赛开始袁 他强
调袁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袁进一步强化责任
担当袁积极主动作为袁持续深化野放管服冶改
革袁全面打造集政策尧服务尧平台尧融资尧引才
于一体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袁共同做好高校
毕业生尧 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群体的创业工
作袁为双创工作保驾护航袁给他们在新乡创
业创新搭建展示风采的平台和舞台浴
市选拔赛决赛经过项目选手两天的激

规的约束下袁科学有效的完善营商环境袁处
理好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袁 发挥营商环
境的作用袁 能科学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
快速发展遥
渊三冤形成法制化的长效机制
基于既定的法律法规推进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袁 相关组织或人员需建立动态和现
代思维袁 不被既定俗成的工作程序和规定
所限制和约束遥 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特色
和需求袁 保证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体系长
期发力遥 动态的完善制度体系袁逐渐形成法
治化的长效机制袁 有依据和有理论导向的
进行营商环境的优化遥 在法制的监督下完
善营商环境是科学的袁 符合现代市场经济
主导下袁发挥市场作用袁创造法制的营商环
境袁这是促进我国商业快速发展袁拉动商业
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遥
渊作者单位院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庭长冤

方城县城关镇卫生院

开展手足口传染病防治工作
为有效预防控制手足口传染病
的暴发和传播袁切实保障校园师生健康安全遥
近日袁城关镇卫生院到辖区中小学尧幼儿园开
展了传染病防治等相关工作遥
该镇卫生院医生对幼儿园尧中小学教师尧
家长和全体学生开展了手足口病的预防知识
专题讲座袁教授了 15 字防病口诀野洗净手尧喝
开水尧吃熟食尧勤通风尧晒衣被冶袁并现场演示
六部洗手法袁教导学生要加强体育锻炼袁做好
个人卫生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袁并开展了现
场答疑互动遥
渊武春元冤

内乡县灌涨镇农业服务中心

筑牢农产品安全防线 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袁 内乡县灌涨镇农业服务
中心邀请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监管中队袁对
镇农产品安全检测工作进行指导和培训遥
该镇人大代表尧副镇长赵志军强调院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的基石袁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前
沿阵地袁是野从田头到餐桌冶全程监管袁保障农
产品消费安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我
们一定要从严从紧从实从细把检测站的工作
做好袁 在源头上确保人民群众 野舌尖上的安
全冶袁让群众吃得放心尧吃得健康遥
渊方 柯冤

浅谈如何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阴李 娟

摘要：本文从以人为本的内涵入手袁进而
论述坚持以人为本袁 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的现实意义袁 最后总结出做好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的方法遥
关键词：以人为本曰思想政治工作曰政工
干部
职工是兴企之本袁是劳动的主体袁是办好
企业的根本保证和永不枯竭的源泉袁 企业的
物质财富尧精神财富尧企业的凝聚力尧文化力
等都是靠全体职工的积极共同努力来完成
的遥 职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袁也是企业发展的
力量之源袁离开了职工和职工的积极性袁就无
法实现企业的效益和发展遥 职工队伍尧员工思
想的稳定与否袁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的成败袁
也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遥 因此袁如何
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
作热情袁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袁把以人为本的理
念落实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袁 才能更好地
增加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尧战斗力和创造力袁才
能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遥
一尧 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
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念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
形成尧积累袁经过筛选提炼形成并倡导的一套
优良作风尧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袁企业文化是
企业的无形资产袁 因此有人将其称为企业的
野灵魂立法冶遥 企业文化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
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袁 或者说是习以为常的东

西袁 是一种不需要思考就能够表现出来的东
西袁是一旦违背了它就感到不舒服的东西袁而
且这些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还应该在新老员
工的交替过程中具有延缓性和保持性遥 一个
优秀的企业应该创造一种能够使企业全体员
工衷心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使命感尧 能够
促进员工奋发向上的心理环境尧 能够确保企
业经营业绩的不断提高尧 能够积极地推动组
织变革和发展的企业文化遥
二尧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意义
渊一冤以人为本袁既是时代发展和中国社
会进步的迫切需要袁 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
然要求遥 当前袁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袁人民的
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高袁 在这样的
情况下袁 则要求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坚持
以人为本袁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遥 同
时袁坚持以人为本袁是实践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
想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全面构建和
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遥
渊二冤以人为本袁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袁启
发人的自觉性袁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遥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袁 只有坚持以
人为本袁做到尊重人尧理解人袁满足人民的合
理需要袁才能启发人的自觉性袁从而充分调动
人的积极性尧激发创造性遥
渊三冤以人为本袁开发人的价值和能力袁激
发人的创造性袁 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
目的遥 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袁
可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和谐的人际关系袁引

导个人发展尧开发人的智力尧培养人的创新精
神袁 形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才脱颖而
出的宽松环境袁 提供有利于人们培养积极向
上的精神状态的氛围和条件袁 以便在更大的
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遥
三尧如何坚持以人为本袁做好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的改进对策
渊一冤加强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袁 人们的思想发生
很大变化袁利益观念日益增强袁我们则要加强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教育袁 教育和引导人们树
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遥 坚持以人为本袁树
立典型示范遥 抓典型尧树榜样尧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作用袁 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传
统方法袁 同时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行之有效的
工作方法和艺术遥
渊二冤重新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
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人的思想和内心活
动的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袁是
保证人才培养政治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基
石遥 实际上袁思想政治工作是整体工作的一部
分袁不能将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分开袁思想政
治工作取得了好的成绩袁业务也会受到促进遥
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袁而
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袁 我们应努力改变长期
以来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依靠党委领导下的宣
传部门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来抓的思想袁应
充分与各部门结合袁形成野全员育人冶的思想
政治工作观念袁真正形成管理育人尧服务育人

的合力遥
渊三冤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袁 作为企业
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效
果遥 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同步结合尧融
合渗透进行一体化管理袁 运用系统论的观点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系和保证体系袁
通过借鉴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特点袁 提出
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袁 有效提高思想政治
工作的针对性遥 企业的主人是全体员工袁企业
文化建设也是全体职工参与的系统工作遥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袁
又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说服教育和启发引导工
作遥 而要切实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袁则应坚持以人为本袁树立典型示范尧
牢固树立依靠职工办企业的观念尧 创新政治
思想工作发展思路尧 不断提高政工干部的综
合素质等袁 以切实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
平袁从而全面协调企业的可持续地科学发展袁
为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人力尧
智力和思想保证遥
渊作者单位院义煤集团后勤服务中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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