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准职责定位

积极主动作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机关党
的建设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
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机关党
建对其他领域党建具有重要风向
标作用。请问您对新时代机关党
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怎
么认识把握的？您对推动省直机
关党建工作有什么思考和打算？

石光亮：当前，机关党的建设
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去年7月
9日，党中央专门召开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规格
之高、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近两年，中央
陆续下发了十几个党建重要文件，
构建了支撑机关党建“四梁八柱”
的制度体系，使机关党建有了明确
的发展方向和根本遵循。省委非常
重视机关党建工作。去年8月29日，
省委召开全省党的建设暨机关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刘家义书记要
求，在全省开展模范机关创建工
作，总结一批先进典型，在党建“最
先一公里”吹响“冲锋号”、站好“忠
诚哨”，对省直机关党的建设走在
前、作表率，提出殷切期望。省直机
关各部门单位对抓党建、促发展的
认识也大大增强了。很多单位通过
抓党建，班子团结了，队伍干劲足
了，一些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真正
尝到了抓党建的“甜头”。最近，我
与一些部门单位党组(党委)书记
交流时，有的书记讲，现在责任压
力很大，只有把党建抓好了，干部
队伍建设好了，心里才踏实。有的
讲，我现在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党
建，党建抓好了，业务工作就没问
题。党组(党委)书记的认识到了这
个层面，机关党建工作就好抓了。
特别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省直机关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
了非常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有的组
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有的激励党员投身抗疫一线，勇做
先锋；有的把支部建在火线上、项
目上、工地上，建起一个个坚强战
斗堡垒。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机关
党建的作用越来越强、影响力越来
越大，抓党建的氛围越来越浓，“机
关党建的春天来了！”

与此同时，做好机关党建工
作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标准越来
越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每一名
从事机关党建工作的同志都要扪
心自问：我们认识到位了吗？精神
状态和素质能力达到要求了吗？
找准服务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

的切入点、结合点了吗？这都需要
我们认真研究，做出明确回答。省
直机关工委从4月底到6月初，开
展了密集调研，召开了多个座谈
会，听取了部分省直部门和市直
机关工委的意见，工委班子反复
研究，决定把“扎实推进模范机关
建设”作为服务保障全省中心大
局的总抓手，谋划和组织机关党
建各项工作，通过强化省直机关
政治属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激励党员干部在改革攻坚中
扛红旗、在推动发展中争先进，切
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省委的要
求，贯彻落实到“最先一公里”，在
服务推动全省重点工作攻坚中吹
响“冲锋号”、站好“忠诚哨”。

发挥表率作用

建设模范机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建设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
范机关是新时代机关党建的重大
使命任务，请您谈谈省直模范机关
建设的工作谋划和部署安排？

石光亮：模范机关建设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机关党建的重要任
务，也是今年省直机关工委重中之
重的工作，如何扎实推进、取得实
效，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出发点，也是
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效的落脚点。

首先，把顶层设计做实。制定
《推进2020年度模范机关建设工
作具体意见》《模范机关建设工作
评估标准和认定办法》和《重点工
作计划清单》，明晰模范机关建设
工作目标、重点内容、评价标准和
实施步骤，使省直机关各部门单
位明确：今年模范机关建设抓什
么、怎么抓、抓成什么样。

其次，把指导督促做实。建立

模范机关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机
制，制定联席会议工作细则，实现
资源共享、考评同步；7月，召开全
省模范机关建设暨机关党建工作
推进会，对模范机关建设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8月，召开模范机关建
设工作座谈会，及时调度、交流进
展情况；9月，召开模范机关建设现
场观摩会，相互学习借鉴；11月，对
模范机关建设情况进行集中调
研，为年终评价评估做好准备。

第三，把评价评估做实。省直
机关各部门单位对模范机关建设
的考评非常关注，对我们做好评价
评估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一是坚
持过程与结果并重，把督导管在日
常，把评价做在平时；二是坚持定
性与定量结合，能定量的就尽可能
定量，增强说服力；三是统筹绩效
考核、文明单位创建、标准化党支
部建设、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等结
果，不另起炉灶、给基层添麻烦。年
底，通过部门自评、联席会议评估
认定，命名一批模范机关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集体。

锐意改革攻坚

服务中心大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今年是
省委确定的“重点工作攻坚年”，请您
谈谈机关党建工作如何攻坚克难？

石光亮：机关党建工作难就
难在“如何虚功实做”，这个难点，
也是我们攻坚的重点，是解决实
际问题、提升工作质效的突破点。

第一，聚焦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重点攻坚。针对政治意识淡化、
理论学习虚化问题，重点抓好理
论武装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一是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自觉主
动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
笃信笃行学”要求，创新检查、督

导、考核方式方法，重点看学习制
度、计划是否严格执行，学习评价
机制是否健全有效，理论联系实
际是否有效、指导工作是否有力。
比如，对党组(党委)理论中心组
学习，不仅要全覆盖列席巡听，也
要做出效果评价，切实发挥理论
中心组的领学带学作用。二是完
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制定下发

《省直部门单位党组(党委)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
党组(党委)领导责任、负面清单
和工作职责，要求各部门单位党
组(党委)每年至少两次专题研究
意识形态工作，每季一提示，每年
向工委汇报一次；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做好对省直部门单
位党组(党委)落实责任制情况督
导、考核工作，把重大舆情处置以
及省委巡视反馈整改落实“回头
看”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第二，聚焦落实机关党建主
体责任重点攻坚。针对主体责任
压不实、压不牢问题，重点强化对
部门单位党组(党委)的指导督
促。7月，组织各部门单位党组(党
委)书记为党员干部讲党课，对优
秀党课集中展示；8月，组织对
2019年度党建述职评议反馈问题
整改“回头看”；9月，召开推动党
组(党委)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经验交流会；年底，召开省直部门
单位党组(党委)书记履行机关党
建主体责任述职评议会议。一项
一项督促、一件一件落地，持续传
导压力，推动主体责任落实。

第三，聚焦服务全省工作大
局重点攻坚。针对服务中心不到位
问题，重点找准机关党建服务全省
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围绕推
进乡村振兴，深化省直机关脱贫攻坚

“双联共建”活动，加强对第三批参与

单位的工作督导，及时对前两批开展
“回头看”，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围绕
助力“十强”产业，组织办好“十强”产
业创先争优劳动竞赛，年内完成15个
省级竞赛项目，营造比学赶超的氛
围。围绕流程再造攻坚，加大对省直
机关窗口单位明查暗访力度，着力解
决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围绕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组织开展“夏送清凉、
金秋助学、冬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
一线岗位职工、省派服务基层干部、
困难干部职工。

第四，聚焦夯实基层基础重
点攻坚。针对解决基层党组织建
设不平衡问题，重点推进省直机
关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梯级提升工
程。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打造一
批示范样板党支部，选树一批“党
建红旗手”，培树一批省直机关党
性教育基地和省直机关党员教育
示范点，举办基层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对44个后
进支部，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
施，及时跟踪帮包，确保年底前全
部达到标准党支部以上水平。

第五，聚焦改进作风重点攻
坚。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重点加强作风纪律教育。深
入开展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廉政警
示教育、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运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对典型案件进行定期
通报。推进公文清理整顿和精文减
会，省直机关工委带头，严格控制
面向机关基层党组织的发文和报
表材料数量，确保机关的文件和会
议数量比2019年只减不增。

强化品牌意识

讲好攻坚故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决胜
攻坚·向人民报告”党建访谈录是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齐鲁壹点党
建频道联手共同打造的机关党建
宣传品牌，现在已经办了9期，在
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好评不
断。请问您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好
的意见建议？

石光亮：“决胜攻坚·向人民
报告”党建访谈录，聚焦省委“重点
工作攻坚年”部署要求，请部门单
位“一把手”接受专访，谈改革举
措，话责任担当，向党和人民公开
承诺践诺。这是运用新媒体手段加
强党建引领的创新举措，一定要坚
持好，办好、办出彩。一要牢牢把握
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大力宣
传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二要讲好改革攻坚故事，深入改革
攻坚主战场、下沉一线阵地，挖掘
鲜活事迹，及时宣传报道改革攻坚
典型。三要树立品牌意识，这个栏
目已经推出来了，反响也不错。我
们要坚持精益求精，不断守正创
新，争取把这个栏目打造成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党建品牌。

强化党建引领 聚力改革攻坚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 专访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石光亮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山东省委确定的“重点工作攻坚
年”。为更好地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为山东全面深化改革、深化落实做出
积极贡献，向全省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山东省委省
直机关工委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重磅推出

《“决胜攻坚·向人民报告”党建访谈录》大型系列专
访栏目。本期专访嘉宾：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书记石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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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
省委确定的“重点工作攻坚
年”。省直机关如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模范机
关建设？如何充分发挥机关党
建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改革
攻坚合力，为实现“走在前列、
全面开创”提供坚强保证？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就此专访
了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书记石光亮。

省省委委省省直直机机关关工工委委领领导导深深入入基基层层，，开开展展机机关关党党建建和和模模范范机机关关建建设设专专题题调调研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 者 修伟华 王红 李和晴
通讯员 王明杰 段红岗

A08 壹读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编辑：修伟华 组版：晓立

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