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时事 11

1 ! "# "#$"%%&'()
*+,-./01234567
8&9::;<=>?@+,-.
ABCDE

FGHIJKLMNOPQR
STUVPQWXYZ[\]$^
_`abcdefg=&hij9
klm@nopqrstuvwx
yz{I|T}~��&Vx��
����T��&����v+,
-.�Q��j����&V�d
����#����|T�m��
��  

¡¢�&'(V£¤�¥D¦
}~@'§¨&©ª�r«¬® 
¯°±&��²|T~³U{I3
´�v¯�µ&`¶·�wxyz
{I|T¸¹ºD¦}~&»¶¼
V½¾¿ÀÁ©ÂE

ÃÄÅ�# ÆÇ��|QD¦
rÈÉÊ EËÌ 11ÍVÎ�dÏD
ÐÑyz "Í|QD¦& ÒÓ<V
ÔÕÖ[×O ØÙÚ�dÛÜÝÞ
Øyz $Í�?ß�àá@|QD
â#ãÝ}~ä¶åÒËÌyz@2
æ¯ç èéêëìí¸îïðñ@
òQìóôõDâUröè  Dâ�
÷_�Q�àáÕ�`øùú�`
è'Ýû@Øü|QDâ¸ßýD
âå þÿ_!Ö¼Vìíîï�v
@�`"#U �`$%U �`¬6
?&&'(�|T)*&+,-Ã|

TÐ.//0¸ìí�v@12
3å 4ÇVUÙÚUVÔÖ56w
xyz{I|Ty78& 9:|
;<y7Þ&ãÝ?=y<U¼>?
@@ABC7Dzå

EFÇ®&GÎyz|QD¦
r{IH å IJ®KLMNÖOP
Qwxyz{I|TÕÖ}~@
IRSUN'(V�dZ[yz{I
|T,TUVSW®3&XYÐ|
QD¦@./Å�¸./Z[&Õ
ð\�|T¸¹ºD¦]^'(
E4@£¤_U `<_¸èé_å
�dZ[yz|T¸¹ºD¦a
bc"d"U���eUAB0<U
fg�hWij��&Ï¢yzk
lOm�å

þÿ& EÇDÞ¹n®3&t
VRopÀ|T{Iq@«r|
TUstÍuQ}v|TUswK
xÞ¸¼VØ�ØQynLj
%% ÍzÕyÃÎ<{@|T~¯
VÎ�dyz{IÐ|å }wx
yz{I|T}~ì~���.
��& �i������å "&$'
¢& ¼V]�yz{I|T}~
ì~ "& t�å

Y���&4�\�yz}~
r�cÊ å }wxyz{I|QD
¦}~~¯Ø56¢3�ð��
¸�,wE}~��®���<
@�µá��9&�÷w.�dÛ

ÜD¦}~����á��9å �
ä�³"��U��U��I ¸
�¡¢£¤Wij&Ð6Ê�I�
�,ÿ¥¦&Õð�²6Ê��@
\�~³&Ì�yz{I}~_§
¨©ªy«L¬ûå "&$' ¢&®
ABuvj|QD¦¯°fgïU

r'(�v|Tg Ur±²³&"E
´ |QD¦`��d"Wz�0
<&VÎ�dµ��yz|T $%"
D�& ¶·|QD¦¸¹ ºUÐ
%E´ $(& »¼½¾¿å

ÀÁÂÃÄÈÅ&Ro�ÆÇ
4uå 2yHuQRSJÈÉ¹Ê
Ëä~&'(ÝÇjÌÍsÎ9Ï
ÈÉÐÑÒÓAByHuQRSJ
ÈÉ¹ÊËqÔ|TURopÀ|
T{Iq|T2ÀÕeuvµÐ
µoÖ{IÓÐ'(V $# t×rØ
ÙÚ ���'ÛÜ&¼VÚÝÞ
ß>£à�v� )% t×& ¢�á
â )$ tã&�äâ "" å�&Gñ
æç )" tèDÓ¼V $" Ï¬6é
sRoêÇ¬&Ýëì s�íx

r̀ îïðñòó|¬ " Ï& )ô
ÚÝ[�uQue[òÞõ�&)
*ÚÝ�æHTòó�ö÷÷÷ø
ºùúpÀ¬6å '(V)*óÚ
Ýûüý¯rÎþÿ!yHy[
½ÌÍ¿uQ"#ï�ò$% å

!! " #$% & ' ()*"
#+,-.#

!"#$%&'()*+,-./0123
!"#$%!

!"#$%&'()*+,-
.&/(01234%&5678
9:;<=>:;?<=@A%&
'(BCDEFGH'(BCIJKL
MNO P<=QRSTUVWX
YZ[T\]&<=^_`ab
<=@A%&7cdeabfUg
dehij !" ikl(m&n
o7pqrsftm&I`uv7w

=xQy/z{|}`ab<=
@A%&+=~(m&)�x��
�����F�

���w=]�`ab<=
@A%&��'(BCuv`c
m&|�`) ��� #"$% S & �
'% i��������ab]&
<=B(���4�m&no7p
qTB(`7w=x�'(BC�
�m&��� ~(¡

Q zk¢�£¤¥7�¦w
=§¨©ª«¬¡ ®¯°�±²
`³´µ�¶·¡

¸¹�Qw=º»`(·2
¼�7¹¹/»¡

½¯��
¾�¿À<=ÁÂÃ=§¨©

ª«ÄÅÆÇ
&'()*+,-./012)

!"#$ 3 % 4 !$ 5

!"#$%&'()*+,-./0123/456

!! 78*+09:+;<=>?@ABC
67 89:; <=>?

@1

!"#$%&'()*+,( !"#$%&'()*+&,
!-.(%&/(0+,( )"(,-&**+.)/+
!-.(%&/(12,( )"(,-&/(&*.",
!-.(%&/(345 )"(,-&*.&,*'&
!-.(6&/(78,$ )"(,-&',.)*.)
!-.$6&/$9:,$ )"(,-&&&.+*/)
!-.$6&'$;<=,$ )"(,-&/*,(,.&
!-.$6&/$>?,$ )"(,-&/)..'")
!-.$@&/$AB,$ )"(,-&'"''+.,
!-.$@&/$C&,$ )"(,-&/,,"")&
!-.$@&/$DEF,$ )"(,-&''./*/*
!-.$@&G9HIJK,$ )"(,-&**"(,+"
!-.$@&/$LB,$ )"(,-&*,+""/(
!-.$@&/$MNO,$ )"(,-&//)'&.,
!-.$6&/$PQ2,$ )"(,-&/&*+*'.
!-.$6&/$RSF,$ )"(,-&/.(*/.)
!-.$6&'$T&,$ )"(,-&'),"(/*
!-.$6&'$ULVF,$ )"(,-&**&&)',
!-.$6&'$WX,$ )"(,-&**&')+.
!-.$6&'$YZ[,$ )"(,-&+&**)/)
!".$6&'$\],$ )"(,-&"&&))(.
!-.$6&'$^_,$ )"(,-&&)&+)/&

A7 8B:C <=>?

01

!".$@&/$`a,$ )"(,-&(&(+.&)
!-.$@&bc,$ )"(,-&'".,/*/
!-.$@&de,$ )"(,-&+."&.(,
!-.$@&fgh,$ )"(,-&/",(*."
!-.$@&ijk,$ )"(,-&'),/+/&
!".$@&lhF,$ )"(,-&',/)&,,
!".$@&mn,$ )"(,-&',*),+)
!-.$@&bo,$ )"(,-&',*))(*
!-.$@&pq,$ )"(,-&',.),&"
!-.$@&rs,$ )"(,-&''/',)&

DE
!-.$At/$3u5 )"(,-///.&+&'
!-.$AvMh,$ )"(,-///.&+)+
!-.$Avwk,$ )"(,-///.&+(/

FG
!-.$xy/$3u5 )"(,-**"/(+")
!-.$xyz{K,$ )"(,-***&,(+.
!-.$xy|}F,$ )"(,-**&(*&"(

HI

!-.$~a/$3u� )"('-&&&+&,*
!-.$~a�aF,$ )"('-&&&+&&(
!-.$~a�{,$ )"('-&&&+&+,

JK
!-.$��/$3u5 )"(&-&+(+/""
!-.$��d�K,$ )"(&-&+",*/.

� � � �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
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
处于特殊重要位置， 是推动党中央治国理政、
管党治党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领导机关。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关系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关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央和国家机关必须
走在前、作表率。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
路线，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
（一）总体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
头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
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推进
正风肃纪，着力解决和防止“灯下黑”问题，全面
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切实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上作表率， 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 在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 建设让党中
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为推动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二）主要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围绕中心、
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坚持以上率下、以机关带
系统， 充分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示范引领
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类指导，注重精准
施策；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把握特点规律，
切实增强机关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三）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中央和国家机

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
不移向党中央看齐，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看齐， 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 把准政治方
向，认真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部门党组（党委，包括不设党
组、党委的部门领导班子，下同）要结合实际，把
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部署要求细化
为具体措施， 贯彻到机关党建全过程和事业发
展各方面。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做到不折不扣、令行禁止。严格执行重大事项向
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开展“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

（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把
学习和遵守党章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
抓，做到深学细照笃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
党员、 干部必须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上作表率，强化自我约束，特别要自觉规
范工作时间之外的政治言行， 不准散布违背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 不准妄议
中央，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
家形象的言论，不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
不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

教育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老实人。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的言行要坚决批评制止， 问题严重的要严
肃处理。 对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特别是遵守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经常学习、严格
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切实
提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质量，党员、干
部应当在会上把群众反映、巡视反馈、组织约
谈函询、 个人需报告的重大事项和有关问题
说清楚。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
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带头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负责。制定中
央和国家机关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
规定。高级干部要带头过好双重组织生活，并
督促身边工作人员参加所在党组织的政治学
习和组织生活。 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
度。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以及党员
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

（六）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充
分利用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光荣历史和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性锻炼，扎实推进
对党忠诚教育，深入开展优良传统作风教育。
注重发挥身边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 探索总
结既符合党中央要求又接地气的价值理念、
职业操守等， 打造体现部门特色的党内政治
文化品牌，涵养风清气正的机关政治生态。

（七）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问题，自觉在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切实提高
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的
能力。 积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专题培
训。加强政治历练，注重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应对重大斗争和突发事件、完成急难险重
任务中提高政治能力。 坚持守土有责、 守土尽
责，及时发现、有效防控、果断处置政治风险。

三 、 带头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表率

（八）坚持不懈推进理论武装。把系统掌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持续开展大学习、大培训，着力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学用结合，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 干部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紧密结合部门、岗位职责任务，学好用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部门本领域工作的重要
论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扎实开展党内集中
学习教育。 办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辅导讲座， 开展学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验交
流。提高部门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质量效果，充分发挥领学促学作用。实施青
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加强专题培训，成立青
年理论学习小组，评选青年学习标兵。充分发
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校的阵地作用，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

（九）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加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开展党史、国史、改
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大政策宣
传、成就宣传和形势教育力度。建立中央领导
同志、部门党组（党委）负责人定期为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制度。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机关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加强宪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加强道德建
设，选树中央和国家机关道德模范。

（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部
门党组（党委） 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及时了解掌握动态，加强舆情研判，敢于
发声亮剑，引导党员、干部明辨是非、澄清模
糊认识， 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负
面言论。落实主管主办责任，加强本部门本领
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 积极稳妥做好
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问题的舆论引导。

（十一）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
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定期分析报告制度， 针对
干部职工思想状况，及时有效加以引导。建立
健全重大情况党内通报制度。 坚持并完善谈
心谈话制度，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和
干部职工之间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基
层党组织负责人要经常、 主动和干部职工谈
心谈话。善于利用重要节点开展谈心谈话，做
到岗位变动必谈、组织处理必谈、发生家庭变
故必谈、发现苗头性问题必谈。不断提高思想
政治工作水平， 防止简单以政治学习和集体
谈话代替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十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以提升组织
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全面激发基层党组织
生机活力。 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为完成本部门中心任务提
供坚强保证。健全基层党组织，优化基层党组织
设置。制定加强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企业等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分类指导意见。 巩固和深化社会
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 加强党务工作
力量，拓展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严格
执行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规定。注重探索创新，
积极推进机关党建信息化建设。

（十三）建强抓实党支部 。以落实党支部
工作条例为抓手，突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特点，
扎实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执
行“三会一课”等制度，确保质量和效果。积极
推动党支部活动方式创新。 为执行某项任务
临时组建的机构，党员组织关系不转接的，经
上级党组织批准，应成立临时党支部。选好配
强党支部书记和委员， 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
本部门本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担任， 履行第
一责任人职责。 建立党支部委员履职培训制
度，新任党支部书记须在任职6个月内接受集
中培训。 充分发挥党支部在选人用人中的监
督作用，党员、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应听
取所在党支部意见。 选树先进党支部和优秀
党支部书记典型， 坚持以先进带中间、 督后
进，用3年左右时间有效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
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制定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小组工作规则，切实发挥党小组作用。

（十四）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强化党员
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 着力打造高素质党员队
伍。通过佩戴党员徽章、设立党费集中交纳日、
创建党员先锋岗、党员民主评议等措施，引导党
员增强党员意识、发挥主体作用。坚持严管和厚
爱相结合，落实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制度。提高发
展党员质量，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有针对性地
加强对青年党员、派驻国（境）外机构工作党员、
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流动党员的分类管理。加
强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 探索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机制。

五、持之以恒强化正风肃纪
（十五）持续整治“四风”问题 。带头转作

风、纠“四风”，防止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

弹，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表态
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改进文
风会风，防止和纠正不作为、慢作为等机关不
良风气。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防止
利用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权力和影响力谋取个
人利益。 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

（十六）密切联系群众。完善和落实党员、
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鼓励基层党组织开
展结对帮扶、联学联建等活动。认真落实党员
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 坚持重大
决策调研先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提倡蹲点
调研、“解剖麻雀”。鼓励党员、干部到社区、农
村、企业、学校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认真落实定点扶贫政治责任，助力脱贫攻坚。

（十七 ）严明党的各项纪律 。将党规党纪
学习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党支部学习
和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内容。对新入职党员、干
部及时开展纪律和廉政教育， 对新任职党员
领导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坚持执纪必严、违纪
必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注重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定期开展对执纪审查工作
情况的检查考核。 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
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严起来，使铁的纪律成为广大党员、干
部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十八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深化标本
兼治，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扎牢不能腐的笼
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
机关。 认真排查廉政风险隐患， 健全防控机
制，建立党员干部廉政档案。紧盯权力资源集
中、廉政风险较高的重点部门、关键岗位等，
开展内部巡视，强化监管措施。加大对在同一
个部门、 同一个岗位上任职时间较长的干部
的交流轮岗力度。 对发生严重违纪问题的部
门，坚持“一案双查”，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加强警示教育，定期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凡查结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须在本部门组
织开展警示教育。 领导干部要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教育引导亲属坚决听党话跟党走，立德
修身、遵纪守法、廉洁从业。

六、不断提高党的群团工作水平
（十九）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部门党组（党委）要定期研究部署群团工作。机
关党委要协助部门党组（党委）加强对机关工
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完善
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依法依章
程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深化群团改革，创新机
关群团工作方式方法， 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立足本职工作开展岗位建
功、技能竞赛、巾帼建功等活动。完善帮扶生活
困难干部职工机制。 关心干部职工身心健康，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营造团结和谐、严
肃活泼、积极向上的机关氛围。

（二十）教育引领机关青年成长成才 。加
强政治引领，推动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培
养家国情怀。坚持以老带新，搞好传帮带，积
极为青年干部健康成长引路搭桥、排忧解难。
创造条件推动青年干部到基层一线、 吃劲岗
位、艰苦地区经受锻炼。持续抓好中央和国家
机关青年支教扶贫、“根在基层” 调研等多种
形式的实践锻炼活动。

七、 加强对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的领导

（二十一）健全领导体制机制 。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中央
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建工作的指导，定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要认真履职尽责， 指导督促部门党组（党
委）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密切
协作，推动形成抓机关党建的强大合力。

（二十二）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 。部
门党组（党委）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经常研究机关党建工作，做到机关
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 一起部署、
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定期向党中央报告履
责情况。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等有效机制。研究制定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清单。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要自觉扛
起抓机关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其他班子成
员落实“一岗双责”，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建
工作。机关党委作为部门机关党建工作专责
机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部门党组（党
委）领导下，负责组织推动本部门机关党建
任务落实。机关党委书记要聚焦机关党建主
责主业，切实担当作为，不做“挂名书记”。坚
持一级抓一级、一严到底，层层压实机关党
建主体责任。

（二十三）完善督促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落
实的机制。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要定期开展
对部门党组（党委）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落实机关党建重点工作和重要制度情况的督
查，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与中央巡视
对接， 推动被巡视部门机关党建突出问题整
改。 积极稳妥开展对各部门机关党建工作的
考核。部门党组（党委）每年在本部门一定范
围内通报抓机关党建工作情况、接受评议。机
关党委书记每年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部
门党组（党委）述职。基层党组织书记向上一
级党组织述职并接受评议考核。 各部门在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 应加大抓党
建工作的权重， 对党组织负责人履行党建责
任情况形成评价意见， 作为确定考核等次的
重要依据。 开展绩效考核的部门要把党建工
作情况列入考核重要内容。

（二十四）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各部
门应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需要， 切实配
强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 机关党建任务较
重、工作力量不足的，应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增
加人员。机关党委书记应由政治过硬、熟悉党
务工作的部门党组（党委）成员担任。机关党
委常务副书记按本部门内设机构正职干部配
备，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根据实际
情况按本部门内设机构正职或副职干部配
备。新任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负责人年龄一般
应能任满一届，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两届。机
关党委、机关纪委负责人出缺，应在6个月内
补齐。建立新任党组织书记任职谈话制度。机
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列席部门党组（党委）民主
生活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有关会议。
加强和改进专兼职党务干部教育培训。 有计
划地安排党务干部同行政、 业务干部之间的
交流。专兼职党务工作经历纳入干部履历。严
把党务干部入口关，把政治上强、综合素质高
的优秀干部放到党务岗位培养锻炼， 工作业
绩突出的注重提拔使用。

（二十五）加强党建工作保障 。坚持依规
治党， 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法规制度贯彻
执行，构建务实管用、符合中央和国家机关特
点的党建工作制度体系。 严格按照规定保障
机关党建工作经费。 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同
地方机关党建工作交流， 加强机关党建理论
研究。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根据本意见，结
合实际制定实施措施， 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
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