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

一个地方、 一个单位的发展，
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 关键在一把
手。 各级党组织书记作为一个地方
和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主心骨和
“一线总指挥”， 示范引领作用很大。
在今年1月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
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县委书记要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责、 心中有民、 心中有戒； 七

一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时， 又明确提出要做
政治的明白人、 发展的开路人、 群
众的贴心人、 班子的带头人。 从“四
有” 到“四种人”， 既一脉相承， 又
更进一步， 是县委书记也是我们各
级党组织书记的思想指南、 行为准
则和从政要求。

目前， 长沙的发展已经到了一

个关键时期， “逆水行舟， 不进则
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四个
全面” 的推进， 意味着任务更重。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每
一个全面都意义重大。 我们市、 区
县、 街道 （乡镇）、 村 （社区） 四级
党组织， 都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施工员”。 二是战略地

位的提升， 意味着责任更大。 长沙
在全国层面上， 当前的战略地位是
“两个定位”：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
“三大平台”， 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 国家级湘江新区。 这对长沙来
说， 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也是重若
千钧的责任。 这个责任，需要各级党

组织一起来挑。 三是新常态下的发
展，意味着要求更高。 什么是新常态？
就是一系列新的阶段、 新的时代、新
的方式、新的态势，就是思想上、制度
上、政治生态上、治理体系上的一种
重构。 要适应新常态，观念理念、方式
方法、 体制机制等必须改进、 提升。

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当好党
组织书记” 是时代的命题， 重大的

课题， 现实的难题。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四有”、 “四种人” 的指示精
神，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交出“如
何当好党组织书记” 的优异答卷，
是我们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总体要求是： 勇于担当责
任， 展示推进“四个全面” 的新作为
新风采。

主编 周云武 执行主编 张颐佳 版式编辑 李曼斯

２０15年7月22日 星期三13 长沙观察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csfs@126.com

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主编第

期
15

勇于担责
展示推进“四个全面” 新作为新风采

7月21日， 中共长沙市委以 “怎样当好党
组织书记 ” 为主题 ， 组织区县 （市 ） 、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和市直、 区 （县） 直部门
的党组织书记代表， 召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座
谈会。 会上，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做专题讲话， 15位基层书记也先后发言， 就如
何当好党组织书记谈体会、 谈心得、 述情感、
讲故事， 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新时代党组
织书记的形象和风采、 信念和胸怀、 追求和担
当、 智慧和谋略， 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书记对党

的无限忠诚 ， 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 ， 对湖
南、 对长沙、 对职业和岗位的无限热爱！

这是一次思想和智慧的碰撞， 这是一次经
验和情感的交流， 这是一次正能量的汇聚！

我们有责任将其采编刊发， 以飨读者。

编者按

忠诚为要，
锻造坚如磐石的政治品格

“心中有党”， “做政治的明白
人”， 核心是如何做到对党忠诚。 作
为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 首先要有忠
诚之念、 忠诚之心、 忠诚之举， 并凝
练成一种政治品格。 长沙的党员干
部， 必须在忠诚上有显著标识、 有鲜
明特征、

一要做到政治清醒不偏向。 党
员姓“党”， 这是首要的政治原则、
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 党组织负责人
要带好头，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
方位向党中央看齐， 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做到坚决响应、 坚决维护、
坚决落实。

二要做到信念坚定不动摇。 信仰
是一个人的命脉和灵魂。 作为党组织
的负责人， 决不能在信念信仰的问题
上出问题。 要切实加强理论学习、 常
补精神之钙， 增进对马克思主义、 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不断增强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要
深入了解党史， 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

三要做到纪律严明不含糊。 讲
忠诚， 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严守党的纪律， 就要严守政治纪律，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就要严守组
织纪律， 坚持民主集中制， 做到“个
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 少数服
从多数， 全党服从中央”； 就要严守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始终用纪律和
原则规范自己的言行， 不碰纪律红
线。

实干为上，
展示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

中央作出“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 为我们干事业、 谋发展提供了清
晰的“路线图”。 要干， 矛盾、 问题、
困难、 挑战无处不在， 要有一种舍我
其谁的责任担当， 不能遇到困难就打
退堂鼓， 看到风险就挂免战牌。

一是要在发展转型中担当。 发展
转型， 实际上是发展理念、 发展方

式、 发展动力、 发展机制的全方位转
变。 就长沙来讲， 传统产业面临产能
过剩， 面临结构调整， 必须在新材
料、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等新增长点
上发力。 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地化解市
民就业的压力、 财政增收的压力、 风
险防控的压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压力，
没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 就跳不出
过去抓发展的“速度情结”、 “路径
依赖” 和“传统方式”。

二是要在改革攻坚中担当。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改
革的促进派、 改革的实干家， 这其中
就包含着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担当精
神。 改革从来不是浪漫主义的锦上绣
花。 如果说， 30多年前的改革， 是
从冲破平均主义的藩篱中杀出一条血
路； 那么，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 则
要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再出发。
所以， 我们面对改革难啃的“硬骨
头”、 难打的“攻坚战”、 难淌的“深
水区”， 该担的责必须担， 该碰的硬
必须碰， 该革的命必须革。

三是要在城乡蝶变中担当。 领导
干部在一个地方、 一个单位干几年，
城乡面貌“涛声依旧”， 就无颜面对

“江东父老”。 所以， 市委、 市政府提
出要强力实施城乡品质倍升， 加快打
造“宜居宜业、 精致精美、 人见人
爱” 的品质长沙。 有几场硬仗是必须
要打的， 拆违控违、 棚户区改造、
“三年造绿大行动” 等， 直接考量、
考验着长沙各级干部担当的勇气、 担
当的胸怀、 担当的能力。 做决策需要
担当， 抓落实也同样需要担当。 拆违
控违在3个多月时间内拆除违法建筑
570多万平方米， 我们的各级干部用
具体行动、 用务实作风、 用辛勤汗
水， 展示了担当精神。

四是要在治理升级中担当。 按照
中央要求，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治理现代化就是治理大升级， 要把法
治、 共治、 自治等有机结合起来。 这
对我们各级干部的治理理念、 治理能
力、 治理方式、 治理机制等， 提出了
新的挑战。 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和基层
党员干部， 如何在治理现代化中体现
善治的能力和水平， 必须直面各种矛
盾、 问题、 困难， 必须做到敢于担
当、 勇于创新、 善于解难。

爱民为怀，
涵养植根于心的公仆情操

群众之所盼， 施政之所为。 我
们所做的一切， 归根到底就是党章中
写的那九个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吉林视察
时讲了一句话，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中央领导是人民
的大勤务员。” 当人民的勤务员， 就
要把人民放在心上， 始终坚持服务为
本。

一是要深入与群众打交道。 干部
看不到群众， 群众见不到干部， 久而
久之， 感情就会疏远、 交情就会淡
化。 市委反复强调， 各级干部在深入
群众上要做到“见得到人”、 “说得
上话”、 “交得了心”， 这是增进群众
感情、 了解群众呼声、 把握群众需求
的基本要求。 特别是各级党组织一把
手， 要在“进百姓家、 说百姓话、 解
百姓难、 交百姓友” 方面下真功夫，
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 所需所
盼。

二是要善于给群众做工作。 实践

证明， 凡是群众工作做得到位、 做得
到家的地方， 干群关系就好， 各个方
面就顺， 社会大局就和谐。 任何时
候， 群众工作的“传家宝” 不能丢。
推进拆违、 信访、 城市管理、 社会治
理等， 都要坚持群众工作先行一步，
坚持群众工作贯穿始终。 推心置腹是
群众工作最好的“敲门砖”。 做群众
的贴心人， 更要经常地、 深入地、 以
心换心地把群众工作做实。 “第一
书记” 要成为群众的“第一贴心人”。

三是要真心为群众谋福祉。 群众
满意是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 而要做
到让群众满意， 空喊口号不行， 空洞
表态不行， 开“空头支票” 更不行，
必须用一件件、 一桩桩的好事实事来
铺垫。 为群众谋福祉， 一定要真、 要
实、 要常、 要勤， 在方方面面体现，
用点点滴滴积累， 以实实在在衡量。

严管为基，
带出风清气正的班子队伍

对各级党组织特别党组织书记而
言， 管党治党的责任义不容辞， 抓班

子带队伍的责任首当其冲。 要把全面
从严治党作为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石，
干在前面， 抓在手中。

一是要履职尽责。 从严治党， 要
严在责任落实。 管党治党是各级党组
织的首要职责， 也是各级一把手的政
治任务。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抓党建”
的要求， 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
人” 的责任， 坚持敢抓敢管敢担当，
做到管事、 管人、 管思想、 管作风相
统一。 要进一步把“述职要述党建、
群众评议要评党建、 年度考核要考党
建、 选拔任用干部要看抓党建的情
况” 落到实处， 党组织书记要亲自
抓、 经常抓、 全过程抓。

二是要带头示范。 做班子的带头
人， 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是实际
的而不是口头的， 是持久的而不能
“一阵风”。 要坚持以品德立身、 用能
力服人、 让业绩说话、 靠廉洁树威，
面对工作敢说“跟我来”， 面对纪律
敢讲“跟我学”， 面对危机敢喊“跟
我上”， 有身先士卒的勇气， 有向我
看齐的锐气， 有走在前列的正气， 有
以上率下的底气。 克服怠惰思想、 坚
持久久为功， 才能将“带头” 的要求
贯穿始终， 带动更多党员干部走在前
列、 干在实处。

三是要真抓严管。 管党治党是得
罪人的事， 各级党组织一把手要不怕
得罪人， 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 把严思想教育、 严制
度执行、 严党内生活、 严作风建设、
严干部管理等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落
地生根。 要在真抓上下更大功夫， 在
管导向、 管干部、 管作风、 管纪律上
敢于较真碰硬， 该提醒的提醒， 该批
评的批评， 该处理的处理， 提升基层
党建工作的硬约束。 要在严管上求更
大实效， 做到监管严、 纪律严、 整肃
严， 拿出敢于批评的魄力， 激发严于
监督的威力， 培养循循善诱的能力，
对“为官不为”、 “为官慢为”、 “为
官乱为” 等行为实行“零容忍”， 营
造更加风清气正、 山清水秀的政治生
态。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县委书记要
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责、 心中有
民、 心中有戒 ； 做政治的明白人 、
发展的开路人、 群众的贴心人、 班
子的带头人。 从 “四有” 到 “四种
人 ”， 既一脉相承 ， 又更进一步 ，
是县委书记也是我们各级党组织书
记的思想指南、 行为准则和从政要
求。

干部看不到群众 ， 群众见
不到干部 ， 久而久之 ， 感情就
会疏远、 交情就会淡化。

在深入群众上要做到 “见
得到人 ”、 “说得上话 ”、 “交
得了心 ”， 这是增进群众感情 、
了解群众呼声 、 把握群众需求
的基本要求 。 “进百姓家 、 说
百姓话、 解百姓难、 交百姓友”

长沙在全国层面上 ， 当
前的战略地 位 是 “两 个 定
位 ”：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
市； “三大平台”， 全国两型
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
级湘江新区。 这对长沙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也是重
若千钧的责任。

改革从来不是浪漫主义的
锦上绣花 。 如果说 ， 30多年前
的改革 ， 是从冲破平均主义的
藩篱中杀出一条血路 ； 那么 ，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 ， 则要从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再出发。
所 以 ， 我 们 面 对 改 革 难 啃 的
“硬骨头 ”、 难打的 “攻坚战 ”、
难蹚的 “深水区”， 该担的责必
须担 ， 该碰的硬必须碰 ， 该革
的命必须革。

坚持以品德立身 、 用
能力服人 、 让业绩说 话 、
靠廉洁树威 ， 面对工作敢
说 “跟我来”， 面对纪律敢
讲 “跟我学”， 面对危机敢
喊 “跟我上”， 有身先士卒
的勇气 ， 有向我看齐的锐
气 ， 有走在前列的正 气 ，
有以上率下的底气。

7月21日， 长沙召开党组织书记座谈会。

党组织书记谈“怎样当好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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