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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讲话

高举旗帜 扛牢责任
抓深抓细抓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在集团 2018 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朱永飞

关于今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的主要任务

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元年，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意义
重大。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
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十届
省纪委三次全会决策部署，忠实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
心地位，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作为一个整体一体推进的总要求，监
督检查党章执行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
彻落实情况，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
斗 争 ，营 造 风 清 气 正 的 良 好 政 治 生
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责任导
向、纪律导向原则，着重抓好以下六方
面工作：
一、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集中“三个聚焦”
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
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要聚焦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
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
则；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
况、民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紧盯“关键少数”，严格落
实请示报告制度。要聚焦严查“七个
有之”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决清除两面人、两面派，坚决反
对和纠正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
义 等 ，坚 决 防 止 山 头 主 义 和 宗 派 主
义。要聚焦监督落实好干部标准，净
化党内政治生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
内政治文化。监督选人用人，严把人
选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把好党风
廉政意见回复关，确保落实好干部标
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二、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抓好作
风建设，突出
“三个重点”
作风建设要有
“新常态”
，
作风养成
要时时事事“在状态”。由于“四风”问
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必须要以钉钉
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解决，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
突出重点人群。纠正“四风”要重点查
处“三个节点”，即重点查处十八大以
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以后的顶风违纪行为，
越
往后执纪越严。在
“三个节点”
中，
重点
之重还要抓住“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这
个要害和关键。突出重点关口。紧盯
五一、
端午、
十一、
中秋、
元旦、
春节等传
统节日节庆节点，
这些节点是
“四风”
卷
土重来的敏感档口，要提前打疫苗、敲
警钟。通过报业集团内网、短信、微信
多媒体联动，
群发联防。一个节点一个
节点地抓，不让党员干部过节变失节。
突出重点事情。把监督检查中央八项
规定及实施细则、
我省实施办法落实情
况作为重点任务和经常性工作来抓；
强
化对公务用车、公款消费、公务接待的
专项检查；关注“四风”变异、改头换面
等新动向，
尤其是学习领会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
值得警惕》一文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
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坚决防止“四

风”
反弹回潮、
卷土重来；
重点纠正爱惜
中，不仅要能打胜仗，更要善于“打扫
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等
羽毛、回避问题、慵懒无为、不作为、乱
战场”，进行“战后重建”，做好后半篇
进行监督；四是履行执纪监督责任，科
作为等问题。
文章。深挖典型案例反映出的思想教
学运用执纪监督“四种形态”，加强重
三、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明确
育、权利监督、制度规范、体制机制等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督，开展教育预
“三个严肃”
方面存在的问题，查找腐败风险点和
防警示活动。另外，纪检组还积极履
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
制度漏洞，有针对性地整改问题、建章
行党员权责监督和自身监督的责任。
之策，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
立制。促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岗双责”不缩手。积极落实好
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一个整体一体推进，
“ 三不”机制贯穿 “一岗双责”，坚持管党治党和中心工
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
着纪律、法律、制度、规矩、思想、道德
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一
决心。严肃监督。紧扣党的政治、组
要求，是一个整体，相互融合、交互作
既要勤政，更要廉政。廉政和勤政如
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六大纪
用、有机统一。要通过以案促改工作
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要坚持“两手抓，
律”，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方”，以
两手都要硬”；不廉无以立身，不勤无
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治标为依托，以治本为方向，以治标促
以成事；勤而不廉要出事，廉而不勤要
生活纪律严起来，做到真管真严、敢管
进治本，以治本巩固治标效果，逐步构
误事；不廉不勤更坏事。二看好自己
敢严、长管长严，使纪律始终成为带电
建起“三不”
长效机制。
的 门 ，管 好 自 己 的 人 。
“严管就是厚
的高压线。严肃执纪。深化运用“四
六、按照打造党内“纪律部队”的
爱”，既要管住自己也要带好队伍，管
种形态”，用好提醒教育，用好组织处
标准，
严格“三个要求”
好下属，切实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单
理和纪律处分等措施，经常咬咬耳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纪检监
位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带头查找
扯扯袖子、拍拍肩膀，甚至猛击一掌。 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 分管部门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
第一层次是批评教育，要红红脸出出
遵纪守法、清正廉洁”，按照标准要求， 三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各级党员
汗，第二层次是轻处分加组织处理，使
纪检组主动将“手电筒”向内照，坚决
领导干部是党内监督的重点，应增强
人不想腐，第三层次是重处分加重大
防止“灯下黑”。牢记“四个必须”：党
监督意识，自觉接受监督，养成在被监
调整，第四层次是立案审查，使人不敢
的忠诚卫士必须对党忠诚，执纪者必
督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良好习惯。
腐，查有震慑，才有管的权威，才有谈
须带头学纪明纪，监督者必须在监督
关于对党员干部的几点提醒
的效果。严肃问责。态度要明确，
“有
下履职，打铁人必须严守铁的纪律。
权必有责，有错必问责”，自觉对党风
遵守“五个不准”：不准有与党的路线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
廉政建设责任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
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相违背的言
培育新素质、塑造新形象。
责；力度要坚决，坚持把追责问责落到
行；不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
一、守住“早、小、常”
实处，无论是个人责任还是集体责任， 委、省政府若干意见；不准越权插手案
这是廉洁自律的“第一关”。
“早”，
都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坚持“一案
件办理、干部人事和具体经济活动；不
就是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苗头
双查”，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警醒一
准以案谋私、干扰办案、办人情案、跑
性、倾向性的问题保持警觉，及时悬崖
片，绝不姑息，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
风漏气和泄露工作中的秘密；不准打
勒马。纪检监察要利用各种形式、采
好落实；温度要适宜，坚持惩前毖后、 着纪委的旗号耍个人的威风，搞特权、 取各种办法早提醒，早警示，早唠叨，
治病救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约束
办私事。做到“五个确保”：确保政治
早扯扯袖子红红脸。
“小”，就是要大处
与激励并重，抓早抓小、层层设防，体
过硬，把对党忠诚作为工作的首要政
着眼，小处着手。一些党员干部不拘
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治原则、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干部的
小节，一些干部中还存在建立“小圈
四、发挥巡视巡察利剑震慑作用， 首要政治品质；确保本领高强，要在增
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爱好”的
加强“三个协助”
强学习能力、增强专业能力、增强执行 “三小”现象。
“ 常”，就是要一刻不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巡视
力、增强改革创新能力上下功夫；确保
久久为功。在反复抓、抓反复上下功
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是党中央推
履职到位，把切实解决履职不力问题
夫，做到常抓常新，把党风廉政融入党
动巡视巡察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作为队伍建设的重点，紧紧围绕监督
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之中。
有利于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打通
执纪问责的职责，加大交流和培训；确
二、警惕“权、钱、色”
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后一公里”。协助
保作风优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扑下
这是诱惑腐败的“糖衣炮弹”，这
完成专项巡视。中央第一巡视组已对
身子，沉到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掌
三个字是损害廉洁的根子，一切贪腐
我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巡视，并将进行
握真实情况；确保自身干净，有权必受
都与它们有密切联系。权、钱、色排列
意识形态责任制专项巡视，纪检组将
监督，用权不可任性，强化自我监督， 出来有几种组合？有九种，其中有五
积极协助报业集团党委迎接好、完成
健全内控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种组合都与权联系在一起，权钱、权
好十九届中央巡视组意识形态责任制
色、权权、钱权、色权，凡是与权相连的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落实
专项巡视，并根据巡视反馈意见，督促
必有腐败，叫腐必与权连，败必由权
做好整改落实。协助党委进行巡察。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
生。
“ 钱”，中国有句老话：
“ 广厦千间，
协助报业集团党委对问题较多、问题
体责任，纪检组负监督责任。只有党
夜眠七尺，良田万亩，日食三餐”，它提
突出的单位、部门进行巡察。检查党
委和纪检组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才能
醒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
“色”，从近
组织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以及党
推动责任落实。
年查处的一些大案来看，凡贪多色。
的领导是否坚强、政治生活是否严肃、
主体责任不甩手。各级党委要对
权与色是紧密相连的一对“恶之花”。
党的组织是否健全，着力解决弱化、虚
主体责任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
三、做到“清、慎、勤”
化 、边 缘 化 问 题 。 协 助 党 委 专 项 检
一是第一责任人要扛起第一责任。落
这是干净干事的“护身符”。清，
查。针对重点问题进行机动式、
“回头
实党委主体责任，要横向到边，必须突
即清廉。要做到“三清”：政治上清醒、
看”专项检查。重点指向中央和省委
出“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发挥领
经济上清白、生活上清廉。慎，即谨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集团党建开
导、执行、推动作用。二是党委要扛起
慎 。 要 做 到“ 三 慎 ”：慎 初 、慎 独 、慎
展情况，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务接待
集体责任。压实党委领导班子的集体
微。勤，即勤勉。同样也要做到“三
情况，
让专项检查成为一种常态。
责任、分管领导班子成员的领导责任， 勤”：勤学、勤思、勤为。
五、深化以案促改，抓好“三个促
真正使党委“既挂帅又出征”的责任落
省纪委驻报业集团纪检组进驻集
进”
到实处，层层分解责任、传导压力。三
团已满“周岁”，入驻以来，集团党委对
以案促改是落实中央纪委和省委
是党总支（支部）要扛起基层党建责
纪检组独立开展工作非常支持，对纪
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是净化政治生
任。落实主体责任，要纵向到底，基层
检组人员工作、学习、生活非常关心，
态的现实需要，是发挥执纪审查治本
党总支（支部）要找准职责定位，强化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功能的内在要求。促进常态化建设。 履职担当，层层加压，而不是逐级弱
同志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督促落实好省委意见、省纪委实施办
化，把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法，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主
监督责任不松手。纪检组不断压
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导推进、部门协调配合、案发单位具体
实六大监督责任。一是履行政治监督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对标党的十
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着眼于
责任，对“两个维护”、落实管党治党和
九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
落实坚持标本兼治要求，坚决遏制腐
党内政治生活纪律监督；二是履行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忘初心，牢记
败增量，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最大限度
织监督责任，对党委（党组）组织纪律、 使命，为集团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
地教育保护党员干部。促进制度化建
民主集中制、干部选任工作等进行监
治生态，始终保持干净干事的良好氛
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督；三是履行作风监督责任，对报业集
围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