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6年10月25日，宁乡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家庭廉洁知识挑战赛决赛现场。该县
举办第七届“廉政文化周”，以“让好家风永续传承”为主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家教、树
家风、立家规、促家廉，着力在全县营造家风好、党风正、政风清、民风纯的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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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党管干部
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
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
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并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

代表们纷纷认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
要坚持好干部标准和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进一步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进一步织紧织密
制度的“笼子”， 把好干部“选出来”、“管出
来”，还要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本领和能力， 打造一支
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
党员干部队伍。

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换出“好
风气”。是湖南这次省、市、县、乡、村各级领导
班子换届工作的真实写照。

在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 湖南把加
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 着眼事业需要选好配
强领导班子，严把人选推荐提名关，以铁的纪
律抓换届风气监督，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交上
了一份湖南共产党人从严从实的政治答卷。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党的
十八大以来，湖南要按照中央要求，以严的标

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
律约束干部，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
队伍。

“有了过硬的本领，有了精气神，任何困
难都可以克服，任何障碍都可以越过。”在十
九大代表、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曹炯芳看来，报告当中的“八大本领”是对新
时代党员干部队伍提出的新要求。 党员干部
要以十九大精神为统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 进一步锻造学
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
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
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在为人民服务的
道路上脚踏实地、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能力要靠责任心承载，责任心本身也是
一种能力。” 李荐国说，为了强化干部队伍的责
任担当，2016年起，娄底开展了以“履职尽责、
攻坚克难”为主题的责任心教育，并在全市乡
镇、街道一级建立了“有事请找我”责任担当机
制，动员党员干部沉下心来为民办实事。

基层的品质决定了大厦的高度。 要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就必须要牢牢筑就党的坚强战斗堡
垒。

来自基层的十九大代表们表示， 要夯实
基层组织建设,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用基层党员干部的辛苦
指数，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采访中，十九大代表、通道侗族自治县牙
屯堡镇文坡村党支部书记粟田梅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

2012年9月， 她成功申请到硬化沿河道路
的“一事一议”项目，因工程量大，资金缺口达8
万余元。她召开村支两委会商议，大家一听要垫
那么多钱，七嘴八舌地劝她放弃算了。但她和党
员们没有放弃，每天天刚亮，她们就拉板车、搬
水泥、拌泥浆、摊路面……村民被党员们的言
行深深感动，纷纷自发加入，修路队伍由起初的
6人增加到100多人。半个多月后，一条铺设侗
锦图案的绕村沿河道展现在大家眼前。

“只要村支部带头、党员带头，就没有办
不成的事。”粟田梅说，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支
部+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创新农村工作的
新机制，促进农民增收。

十九大聚焦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湖南代表团代表聚焦新时代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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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必须自身硬 。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
动性 、创造性为着力点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把党建设
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
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孙敏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出发，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作出新部署。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面对新的时代考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上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 让出席党的十九大湖南代表团的代表们倍
感振奋。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月3日，社区党员群众在家门口的“党建之窗”阅读党报党刊。当天，长
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1+N”党组织共建共创暨“书湘满园·香暖民
心”服务活动启动，辖区内的51个单位、49个楼栋设立“党建之窗”党报党刊
窗口，让市民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016年6月30日，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
街道德政园社区，党
员在廉政勤政承诺书
上签名。当天，该社区
通过“微故事、 微演
讲、微作品、微党课、
微公益”系列竞赛，组
织党员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
动，争做合格党员。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
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
须坚如磐石。” 十九大报告多次谈到反腐
败，引起代表们的广泛关注。

1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党的十
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又强调，在全面
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
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
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
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作风， 就是党在人民心中的样
子。”代表们认为，全面总结回顾过去5
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 最大的亮点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从
八项规定，到问责条例；从正风肃纪，到
压实责任，全面从严治党为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的
政治保证。

近年来，湖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全
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 省委以上率下，
各级层层压实，“打虎”“拍蝇”“猎狐” 三管
齐下，握指成拳聚力反腐主战场，坚持“上
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特别是从
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开始，紧紧抓住营造
山清水秀政治生态这个关键环节，既坚决
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以
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一条条硬
性规定，一项项刚性约束，架起了带电的
“高压线”，为党员干部画出了“红线”、标出
了“雷区”，实现了更好地管人管钱管事，
湖南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风更清了，气更正了，党员干部的干
劲更足了。正风反腐带来的实效，极大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这种获得感，也
让参加党的十九大的湖南代表团的代表
们信心满满。

“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的精神，我们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这‘两个责任’。”这是十九大代表、省妇
联主席、党组书记姜欣的感受。

“惩治腐败，任重道远。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在路上，并且还要不断地深化、科

学化。”这是十九大代表、益阳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的展望。

“高校并不是腐败发生的避风港，也
不是没有腐败的象牙塔。我们继续秉着不
松劲、不歇脚的劲头，把反腐败工作、正风
肃纪、执行‘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等工作
牢牢抓在手上。”这是十九大代表、湖南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民的坚持。

“这些年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发现，
国有企业忽略了党的建设，弱化了党组织
建设， 企业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国有企业加强了党的建设，企业党组织建
设完备、党的机构运行正常，企业改革发
展往往就是健康稳定的，也是人民群众最
欢迎的。”这是十九大代表、省国资委主任、
党委副书记丛培模的经验。

更让基层群众感受深刻的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高压下，过去在眼前“嗡嗡乱飞”
“雁过拔毛”的“蝇贪”们，正被正风反腐的
记记重拳“击中”“拍落”。随着“互联网+监
督”平台的层层建立，科技带来了“放大镜”
“显微镜”“照妖镜”， 一举击穿了“蝇贪蚁
腐”们的“隐形马甲”，斩断了伸向民脂民
膏的“黑手”，推动了党与民心的“进一步握
手”。

来自基层的十九大代表、溆浦县北斗
溪镇党委书记梁金华对此印象深刻：随着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的不断延伸，怀化市
不仅搞起了“互联网+监督”，还村村配齐
了纪检员，实现了监督全覆盖、无死角，党
员干部跟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更亲密了，对
改革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要强化
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
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
清、朗朗乾坤。”代表们纷纷表示，我们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按照十九大报告“打铁
必须自身硬”的要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
标本兼治，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勠力同心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湖南日报北京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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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
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习近平
同志的铿锵话语掷地有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中国共产党以无私的斗争精神，开
启了一场自我革命、自我再塑的伟大工程。铁腕
反腐、凝心聚魂、正风肃纪、坚毅担当……一个
个动人心魄的瞬间，汇聚成壮丽夺目、波澜壮
阔的全面从严治党长卷。

实践证明，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长期
执政的根本要求，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根本保证。
“进京赶考去！”毛泽东同志68年前对全

党的警示言犹在耳。进入新时代，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
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十九大代表、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农看来，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
不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委
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作为衡阳市委书记，我在这方面的体会
尤为深刻。”周农谈到，反思衡阳破坏选举案
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党的领

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
几年来，衡阳市委对症下药、以上率下，

坚决落细落小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要
求全市各级党组织书记都要做全面从严治党
的书记， 重构衡阳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同
时，从干部家访、健康体检、财产申报等方面，
衡阳市制定了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的十项
措施，使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如今，一个政治清明的新衡阳正在加速形成。
衡阳的发展实践证明， 从严治党既有利于净
化政治生态，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
正能量。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理想信念是精
神根基。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代表
们纷纷表示， 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加强党
的建设的首要职责， 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
群众牢记党的宗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打牢全面从严治党
的思想基础。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十九大代表、娄底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荐国感慨地说：“打仗最
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加强党的思想政
治建设， 就是一切行动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指挥，实现思想一致、行动一
致、步调一致。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能步
调一致得胜利。”

2 匡正选人用人风气，锻造过硬本领

7月7日，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党员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当天，湖南省交通水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践行“两学一做”，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100余名党员参加。

姚跃初 姜引利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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