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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
中，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初衷、雄心
壮志和使命担当。党的纪检干部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必须做到“四个始终”。

始终保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清醒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坚决清除党内污垢， 全力正风反腐，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举世
瞩目成就，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
为之一振。但是，反腐倡廉是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的伟大事业。中央坚定不移反
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纪检干部必须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进一步坚定“四个足
够自信”， 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的政治清醒， 坚定立场方向不动摇，
盯住目标任务不放松，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始终坚守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担当。
担当是一种责任体现，是一种精神境界。
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纪检干部必
须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历史使命， 切实
把维护党纪的政治责任扛在肩头， 时刻
忠于党章、 时刻恪尽职守， 永怀赤子之
心、敢于向一切挑战党规党纪行为亮剑，

义无反顾地做党章的忠诚“卫道士”，做
党规党纪的坚决捍卫者。

始终坚持挺纪在前。纪检机关一切
工作都要冲着纪律去，把纪律和规矩作
为管党治党的尺子，让纪律和规矩成为
党员干部的“安全带”和“护身符”。突出
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将更多精力转向
加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多作
“咬耳扯袖”文章，促进“红脸出汗”、警
醒幡悟，真正实现用纪律管住大多数人
的效果。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把
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始终坚守忠诚干净担当的职业品
格。正人者必先正己。作为一名纪检干
部，忠诚干净担当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和道德品质。牢固信念，对党绝对忠诚、
对党章绝对忠心、 对组织绝对诚实、政
治上绝对可靠。严于律己，带头尊崇党
章党规，带头执行纪律和规矩。正确担
当，用忠诚诠释初心，用干净推动落实，
用担当谱就新篇。

（本版图片均为通讯员摄）

永葆本色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继续前进
———我省纪检监察干部畅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体会选登

■编者按

7月1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
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全省各级纪检监察干部更是倍感重任在肩。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这一要求更好地在各级各地落小、落细、落实，我们从全省
纪检监察干部的学习体会中，选登部分学习文章，以飨读者。

� � �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要进一步突出“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这条主线，紧密结合派驻监督工作实际，
深刻领会讲话中对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
建设提出的新论断、新任务、新要求，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实际行
动，切实解决“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的问
题，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责任担当。

如何解决不敢监督的问题？ 一要借势而
为， 即借党中央坚持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不
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严厉惩处的尺度不
松的大好形势，借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
绝， 对严惩腐败大力支持和拥护的大好环境，
派驻机构要善于顺势而为； 二要转变观念，坚
决摒弃惯性思维和错误认识，不能“穿新鞋走
老路”， 要牢固树立派驻监督是上级监督的意
识，背负的是省纪委的权威，有省纪委的大力
支撑作为坚强后盾，坚决消除“怕”和“躲”的错
误思想，要敢于“唱黑脸”、“当包公”，较真碰硬；
三要自身过硬，“打铁还须自身硬”， 纪检干部
履行监督责任的首要前提， 必须是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加强自身
建设，真正成为严惩腐败的“钢铁拳头”。

如何解决不会监督的问题？一是抓早抓

小，关口前移。用好用实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切实改变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状况，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及时捕捉驻在
部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用纪律和
规矩管住大多数；二是突出重点，以关键带
全面。始终把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
放在首位， 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
紧紧扭住落实“两个责任”这个“牛鼻子”，牢
牢盯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实现以关
键带全面；三是标本兼治，以问题倒逼改革。
要加强执纪成果运用，结合执纪监督中发现
的问题，督促驻在部门坚持标本兼治、举一
反三，倒逼驻在部门建章立制，扎紧制度笼
子，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 � � �“操守要有真宰，无真宰则遇事便倒，何
以植顶天立地之砥柱？”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就得不忘初心，砥砺
实干。忠诚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就是
派驻纪检组的“真宰”，就是初心之源、立身
之本。

不忘初心,善于监督是前提。实行综合派
驻，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有益探索，目的就是
要破除过去“职能泛化、主业弱化、作用虚
化”现象。驻部纪检组坚持转变监督理念、找
准监督定位、突出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方式，
着力从“过程监督”向“结果监督”、“四面出
击”向“定点突破”、“包打天下”向“术业专
攻”转变，针对各综合监督单位的行业特点、
职能属性及权力风险点进行“点穴式”监督，
做到敢于监督而不姑息、 善于监督而不包
揽， 较好发挥了派驻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

不忘初心，敢于执纪是关键。管党治党，
既要有理想教育，更要有霹雳手段。驻部纪检
组秉承“利剑”精神，坚持动辄则咎，有案必查，
对掌握的问题线索逐一进行核实了解； 注重
抓早抓小， 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
始阶段，给党员干部留出踩刹车的“缓冲带”，
上半年先后对8人进行约谈提醒，起到了很好

的警示、震慑作用。执纪，要大无畏，方显大担
当。这个“大”，就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大，
就是对职责、使命负责“成其大”。

不忘初心，严于问责是重点。从严追责，
是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的最好催化剂。驻部纪检组探索建立责任分
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结果运用的完整链
条，坚持将问责一竿子插到底，坚决抹开“一
栋楼里办公、一口锅里吃饭”的人情关，凡经
查实的问题，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决不搞下
不为例、姑息迁就。同时，要以贯彻问责条例
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两个责任”落实，进一
步为党员干部划好“担当底线”，进一步释放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 � �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纪检
干部来说，是嘹亮的动员令，是强烈的信号
弹，也是再次吹响的号角。学习总书记重要
讲话，我们更应该反省初心、回归初心、守住
初心。那么，执纪者的初心是什么？我认为就
是忠诚、干净、担当。“利剑”是什么，就是纪
律和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
让“初心”擦亮执纪者的“利剑”。从派驻纪检
干部角度来讲，主要是做到以下几点。

让“初心”驱散“孤独”。我们是派驻纪检
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是“派”与“驻”的先遣
队，一肩挑着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一肩担
着“开疆辟土”的勇敢与艰辛，在开局起步中
探索创新，在谋篇布局中砥砺前行，多少有些
“孤独”，有些“寂寞”，但我们既然选择了从事
纪检工作，干的就是“唱黑脸”、“捉害虫”的事，
工作的常态就是“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许
我们少了“和风细雨”， 但心里有爱护干部的
“菩萨心肠”，也许我们经常“铁血冷面”，但我
们周围的生态总会多一片“海晏河清”。我们从
事这样一份特殊的职业，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
信任。回到初心，就是要甘于这种别样的“孤
独”、乐于这样不平凡的“守望”。

让“初心”磨炼品性。反腐败斗争是智
力、体力的博弈，也是意志和品质的较量，派
驻纪检人员不是天然的免疫者，同样面对五
色之惑、利益之诱、亲友之情，有时甚至会有
掉进“陷阱”的危险，尤其是与被监督对象经
常“抬头不见低头见”， 难免有监督的“尴

尬”、执纪的“为难”。但我们应该坚守初心，
守住做人、交友的原则底线，在不断抵制诱
惑中磨炼心性， 在执纪护纪中锻炼品质，成
为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
律、铁一般担当”的纪检干部。

让“初心”激励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不敢腐的
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
初步显现，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
成。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
务依然艰巨繁杂，反腐败斗争和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 我们被派驻在各个部门系统，不
是去争权力、抢风头、夺“地盘”，而是在反腐
倡廉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甚至
是殊死搏斗， 斗争的过程会有胶着对垒、也
会有拉锯反复，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忘
“初心”，坚定信心，忠诚担当、勇立潮头、敢
于亮剑，为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争而不断前
进。

� � �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再次
强调，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
胁就是腐败。作为纪委书记，必须牢记这
一“最大威胁”，坚持把严的要求贯穿到
管党治党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

牢记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威胁，就
是要坚持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十八大以来，我们向上级纪委看齐，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做到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毫不手软，交上了一份合格
的“反腐答卷”。 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
势， 容不得我们有半点骄傲自满的理
由。一些潜滋暗长的腐败问题，如同藏
在灰烬中的暗火，看似星星点点、不成
气候，可一旦放松警惕，极易随风而起、
死灰复燃。我们必须锲而不舍、驰而不
息，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让各
种腐败问题无处遁形。

牢记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威胁，就
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
导干部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各种有
所企图的人，都会向着“权力磁场”的
中心做定向移动。 权力越大， 包围越
厚，越容易成为腐败势力“围猎”的主
要对象。很多腐败案件的教训也说明，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
任“一把手”期间，而“一把手”一旦出

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己
不正，焉能正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
求能不能落到实处， 党执政的最大威
胁能不能消除， 关键就看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能不能带头拧紧“总开
关”，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
政治本色，带头做出样子来，以此带动
“观望多数”、“沉默多数”。

牢记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威胁，就
是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腐败
是人民的公敌， 严惩腐败是党心民心所
向。我们要不忘初心，坚守人民立场，将
为人民服务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各个方
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不断厚植我们
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我们要牢牢扛起纪
委监督责任，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中群众反映的问题，主动“揽事”，当
好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角”，做到“去民之
患，如除腹心之疾”，让人民群众从一天
天的变化中、从一件件惠民的实事中，深
切感受到我们执纪为民的决心、 能力和
水平， 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
的满意指数。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
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管
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
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 这对各级纪检部门提出了重大责
任与工作要求。 我们在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必须在“真”
“敢”“长”三字上狠下功夫。

“真”就是对各种问题要较真。管党

治党，针对存在的问题，不管是大问题，
还是小问题， 不管是已造成不良后果的
问题，还是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都要拿
出较真的劲头揪住不放， 一个一个问题
抓到位、解决好。要从小问题严起，抓早
抓小，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
时制止纠正、消除后患，避免小问题演变
成大问题、小错误转化为大错误。调查分
析要求真， 对每一条问题线索负责任地
调查核实分析，还原事实真相，不让有问
题的人逍遥法纪之外， 不让没问题的人
蒙受不白之冤。落实层面要认真，对不落
实或落实不力的人与事坚决较真、 抓住
不放、严格问责，真正做到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

“敢”就是要敢于担起责任。必须以
对党绝对忠诚的责任心忠于职守、 爱岗
敬业， 以舍我其谁的政治担当与勇气尽
好职责、不辱使命。只有带着责任来抓，

才能自觉做到敢管敢严。 要敢于坚持原
则，把党章、准则、条例作为最大原则来
坚持，把党规党纪的尺子时刻装在心里、
拿在手中，不当老好人、和事佬，不怕得
罪人，不因私心杂念影响公正监督执纪。
要敢于进行斗争，敢于顶住各种压力，敢
于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与不正之风作斗
争，始终高悬反腐败反“四风”的利剑，始
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倒性态势。要
敢于积极作为，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高
监督执纪问责的实效。

“长”就是要长期抓、管长期，建长效
机制，出长远效果。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管党治党不能时紧时松，要推动各
种严的要求与各项严的措施常态化地落
到实处， 成为各级党组织正常的工作状
态，真正做到长管长严。要推动严肃的党
内政治生活常态化，使批评与自我批评、
“红脸出汗”、“咬耳扯袖” 成为正常组织
生活状态。 要推动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
制度化、 常态化， 用制度与法纪管党治
党，用“忠诚干净担当”与“三严三实”的
标准来要求、评价和使用党员干部，使党
的队伍始终保持先进性、 纯洁性和战斗
力。

�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
中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
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
内政治生活严起。通过认真学习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我深刻体会到，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关键是要做到“三严”。

批评教育的态度必须严肃。王岐山
书记提出“四种形态”第一条就是“党内
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
开展”。当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
政治生活还存在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
的倾向，批评与自我批评蜻蜓点水、一团
和气，甚至评功摆好、文过饰非。对于这些
不良倾向要严肃地批评教育，坚决予以纠
正。自我批评要直奔问题，主动揭短亮丑，
对群众反映强烈、上级点明的问题，要逐
一作出回应；相互批评要抹开面子、直言
不讳，达到“红脸出汗”、“洗澡治病”效果。
绝不能把民主生活会当摆设，让民主生活
会走过场，更不能先彩排，沦为彩排后的
“完美话剧”。

党员日常监督管理必须严格。 党内
政治生活与各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息息

相关。 要从严加强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
坚持抓早抓小，从日常细节抓起，从轻微
违纪问题抓起，通过谈话函询、约谈提醒
强化事前监督。郴州市探索建立了谈话函
询办公室，把谈话函询作为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的重要工作来抓， 对一些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处
置，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使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忠诚干净履职。

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笼子”必须严
实。制度化建设是保障党内生活常态化的
基础。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在有些方
面还存在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的问题。
必须按照“废、改、立”的方式，完善“三会一
课”、民主议事规则、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
生活制度，扎紧织密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
“笼子”。特别要突出明确党组织的主体责
任、书记的第一责任和全体党员的共同责
任， 使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责任更明确，
操作性更强，以刚性制度促使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特别是书记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到位上、严到份上。

在破解“不敢”和“不会”
监督问题上精准发力
省纪委驻省委办公厅纪检组组长 赵强

忠诚执纪勇担当
省纪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刘越高

让“初心”擦亮执纪者的“利剑”
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组长 肖玲玲

牢记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威胁
湘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张建平

把“真”“敢”“长”
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
常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陈恢清

党内政治生活要做到“三严”
郴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李超

不忘初心，坚持“四个始终”
张家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袁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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