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某把储户的60多万存
款占为己有，在接受组织审查
后，悔恨交加，身心俱疲。所以
说，贪欲不仅有害家庭、有害
社会，更严重摧残身心健康。
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山东
省威海市文登区纪委监委干
部丛亮滋的话音刚落，台下近
两百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陷入了沉思。这正是该区开展
廉政宣传“百课四进”活动走
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时的一
幕。

今年以来，该区纪委监委
以体制改革为契机，面向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警
示教育为主题，打造“廉洁文
登·昆嵛清风”大讲座品牌，成

立了以室(部)主任、派驻和巡
察机构负责人为主的宣传团
队，开展廉政宣传、警示教育

“百课四进”活动，推动实现廉
政宣传、警示教育全覆盖。

教育注重“接地气”进村
居(社区)。以村级新一届“两
委”干部为重点，结合党纪知
识和身边案例，聚焦“能干什
么，不能干什么”，为700多个村
居(社区)党员、干部上好廉政
课。

注重“扬亲清”进国企。围
绕重点项目、关键岗位，助力
企业把好廉洁关、算清廉洁
账，实现廉政防线共筑共建，
降低职务违法犯罪风险。

注重“强责任”进部门。以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清单制度落实为重点，聚
焦“履责如何做，失责有何害”
进行廉政宣讲，实现懂责任、
抓责任、强责任层层推进。

注重“正作风”进单位。聚
焦教育、医疗等廉政风险高发
领域，瞄准新增监察对象，以
案说纪，以情明法，强化干部
职工依纪依法履职的自觉性，
改进作风。

“健全和完善全面覆盖、
震撼人心的廉政宣传、警示教
育体系，是向着实现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同向发力、一
体推进的更高目标要求迈进
的重要一环。”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姜全文认

为，廉政宣教要久久为功，常
拧拒腐防变这根弦，才能强化
监察对象的思想自觉。

截至目前，该区已举办讲
座48场，覆盖16个镇街、23个部
门、4家企业、700余个村居(社
区)，9000余名党员干部、公职
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接受了
现场教育。

为实现廉政宣传、警示教
育全天候覆盖，该区纪委监委

还利用下班或节假日，开办

“八小时外”微课堂，将廉政宣

教搬到户外，走进社区，用“接

地气”的授课方式，“有故事”

的课程内容，吸引社区党员、

群众主动接受廉政教育，已先

后吸引530多名社区党员、居

民到场聆听。

(本文刊于7月17日《中国纪检

监察报》)

廉政教育的“文登模式”登上中国纪检监察报！
大讲堂+微课堂推动警示教育全覆盖

内省不疚出自《论语·颜渊》，是指自我反省，无愧于
心。司马牛询问孔子说：“如何做一个君子？”孔子说：“成
为君子，就要做到不忧愁、不恐惧。”，孔子紧接着又说：

“做到问心无愧,才能做到无忧愁、无恐惧。”告诉我们要一
贯严格要求自己，不做使自己有愧的事。

清代有个叫叶存仁的官员，从政30余年，甘于淡泊，
从不苟取。一次离任时，僚属们临别馈赠礼品，为避人耳
目，特地夜里送来。叶存仁见状将馈赠品原封退回，并赋
诗一首相赠：“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
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修身慎
行、怀德自重、廉洁自律没有暂停键。

【漫话廉典】

内省不疚
画/丛亮滋

党的建设质量高不高，全面
从严治党效果好不好，关键在管
党治党责任是否落实到位。一些
地方、部门单位党的建设方面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这些
地方、部门单位党委(党组)抓党
建工作的责任意识不强，没有真
正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没
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

事实证明，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是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抓
不好党建就抓不住全局，不聚精
会神抓党的建设，具体工作就不
可能抓好，下再大功夫也是舍本
逐末。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委(党
组 )书记抓党建和业务“两张
皮”，有时间抓业务没时间抓党
建，不知道党委(党组)书记是干
什么的，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定

位。有的处理不好“自身硬”与
“打铁”的关系，就党建抓党建，
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不充分，
工作总是上不去。有的抓党建不
得要领，对选人用人、干部队伍、
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等方面的
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紧一
阵松一阵，只会抓就事论事，不
会抓就事论制，形不成长效机
制，治标不治本。这些问题不解
决，党建责任不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就难以向纵深推进。

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也
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各级党
委(党组)必须强化政治担当，切
实担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
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
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
入，种好“责任田”，推动压力传
导、层层夯实责任。党委(党组)
书记是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在

全面从严治党上决不能当“老好
人”“圆滑官”“太平官”，不能当

“甩手掌柜”，必须把抓好党建作
为根本职责，在其位、谋其政、尽
其责，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
双责”，抓好分管领域党的建设。
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要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认真践
行“四种形态”，解决好“软”问责
多、“硬”问责少的问题。

全省有30多万个党组织，
660多万名党员。只要各级都自
觉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就一
定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好建设
强，把党员作用发挥好，为新时
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鲁 义
来源：大众日报·海右今语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
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
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审
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
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
攻坚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上
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
中向好态势。主要宏观调控指
标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
得初步成效，生态环境改善，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增强。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

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要抓住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
强的措施加以解决。下半年，要
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

“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任务艰巨繁重。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加强统筹协调，形
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扎实细
致工作。

会议要求，第一，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
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
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
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做好稳
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护在华
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第二，把补

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
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
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打通去产
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
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第三，
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
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
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
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
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第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
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
举措。要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
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
精心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第五，下决心解决好房地
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
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
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
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第六，
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
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
基本民生支出，强化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

做深社会稳定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定不移贯彻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
署，尽心尽责把各项工作做好，
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任务。

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必须靠严明的纪
律作保证。党的十九大把纪律
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在党章中充实完善了纪律建设
相关内容，要把党的十八大以
来纪律建设理论、实践、制度创
新成果总结提炼为党规党纪。
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把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党
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等党内法规的要求细化
具体化，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管
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扎紧
制度笼子，实现制度与时俱进。

会议强调，要着力提高党

的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
针对性，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
导向相结合，用严明的纪律管
全党治全党。在党的纪律中，政
治纪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
键。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突出出来，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执政
的政治基础。要把执纪和执法
贯通起来，严格依照纪律和法
律的尺度，坚持纪严于法、纪法
协同，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要通过抓纪
律避免党员干部犯更大的错
误，这也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
严格执纪考验着党员领导干部
的忠诚和担当。要巩固和发展
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成
果，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
抓落实、重执行，让制度“长
牙”、纪律“带电”，充分发挥纪
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
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
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源：新华社

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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