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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刘雨轩）6月12日，建投集团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对建投集团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省委第十九巡回指导组组长田
文媛出席会议并讲话，巡视指导组成员张德山、李晨曦出席会议；建投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起翔作动员部署。

张起翔在动员讲话中指出， 要深刻领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主题教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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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
要举措，是落实省委各项部署要求、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必然要求、 是推动建投集团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必
须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细抓好，认真贯彻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 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为
龙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激发新活力，为做优做强做大“1+4+
1”业务板块集群，推动集团“一二三工程”提供强大理论保障、思想保
障和实践保障。

张起翔强调，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明确主题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要守住为职工谋幸福、为企业谋发
展、为龙江谋振兴的初心，担负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使命，找准企业发展动力不足、改革路径不准、干部能力水平不
高、创业激情不够的差距，抓好中央、省委和省国资委党委部署要求和
推动集团改革发展战略的落实，精准发力，达到主题教育的任务目标，
切实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力量，
变成推动国企改革、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自觉行动。

张起翔要求，要坚持规定动作高标准，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
展。把强化学习教育贯穿于全过程，把深入调查研究贯穿于全过程，把
深刻检视问题贯穿于全过程，把抓好整改落实贯穿于全过程。要坚持
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开花结果，要注重问

题导向、发展导向和目标导向，把主题教育同新时代大背景下的国企
定位、同龙江振兴大环境下的国企责任、同集团各项事业和任务目标
有机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主题教育质量，在主题教育中转变思路、抓住
机遇、跟上时代，切实推动企业发展。要结合巡视反馈整改工作开展主
题教育，结合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开展主题教育，结合国企改革生动实
践开展主题教育，结合集团党建工作提升开展主题教育，结合破解现
实突出问题开展主题教育，结合化解重大风险矛盾开展主题教育。

张起翔指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取
得实效。党员，既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责任，党员领导干部更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擦亮党员身份。这次主题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对集团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巨大，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做到鼓实劲、见实效、出实绩。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
任落实，要注重统筹兼顾，强化整体效果，要营造浓厚氛围，强化宣传
引导，以高质量的主题教育向省委交上一份满意的政治答卷。

田文媛在讲话中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部署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上，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战
略高度，精辟论述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主题教育的目
标要求和重点措施，对开展主题教育做出了全面动员和部署，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根本指针。省委对主题教育高度重视，省委两次召开常委会
议、庆伟书记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和研究部署。省建投集
团党委要把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强化工作统
筹，立足我省实际和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特点，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开展
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结合起来，同整顿作风优化营商环境
结合起来，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同完成建投集团承担重
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要准确把握目标任务，落实落靠重点措施，在调
查研究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影响和制约龙江高质量发展的突
出矛盾问题，结合工作实际，确定调研题目，制定调研计划；在检视问
题方面，要认真落实我省《实施方案》和《第一批工作方案》中提出的
“六个对照”要求，采取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函、与干部谈心谈话
等方式，充分听取党员干部反映的突出问题，对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
意见建议； 在整改落实方面，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
“改”字贯穿始终的重要要求，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对调研中发现的突
出问题、征求的意见建议，列出具体清单，制定整改方案，防止搞纸上
整改、虚假整改，防止以简单问责基层干部代替整改责任落实，防止以
整改为名层层填表报数，增加基层负担。要强化组织领导，高标准高质
量抓好主题教育。要坚持以上率下、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制度机制、注
重实际效果。真抓实干，转变作风，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确保主题教育
的实际成效。

建投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助理，集团机关全体干部，二级权属企业
班子成员及党委工作部、宣传部、纪委、工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建投集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 刘雨轩）6月15日，第六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暨第三十
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主题为“中俄地方合作：机遇、
潜力与未来”。作为中俄博览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当天下午举行了中
国（广东、黑龙江）-俄罗斯（远东）经贸合作圆桌会，会议由广东省人
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主办，广东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张虎主持会议，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马兴瑞、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李海涛出席会议。 建投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起翔应邀出席会议并代表黑龙江省企业致辞。

张起翔在致辞中指出，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是黑龙江省
大型国有企业，是城市建设运营、公共基础设施投建运营主体。集
团认真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抢抓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的政治机遇、政策机遇和
市场机遇，争做“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市场经营地域分布国内
29个省份、国外22个国家和地区。在广东，集团先后承建了湛江两
路一桥工程、潮州大桥等一大批代表性重大工程项目，潮州大桥
目前正在申报“鲁班奖”。

张起翔表示，近年来，集团紧跟国家和黑龙江省以对俄合作为
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先后在俄罗斯、蒙古、印度、肯尼亚、
孟加拉、赞比亚、菲律宾等国家合作共建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并在去年中标习近平总书记和冈比亚总统共同见证签约的中国最
大援建公路桥梁项目———冈比亚公路桥梁项目。黑龙江与俄罗斯隔
江相望，两国企业合作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992年，集团企业与俄罗
斯天然气自动化输送公司合作，现已在公路交通、市政道路等多个
方面开展了良好的交流互鉴。2017年、2018 年分别与勘察加边疆
区、坦波夫州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将于明天在本届博览会
上与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今年5月31日，由集团
企业承建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桥正式合龙，成为我省开展中
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国际化大通道的又一重要标志，也彰显
了集团高纬度、高寒地区桥梁施工能力的又一精品力作。

张起翔指出，建投集团愿本着交流互鉴、互利共赢、诚信合作
的精神，继续与俄企业、广东省企业，深化在公路交通、市政道路、
机场建设、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深度合作。

龙建股份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田玉龙，以及龙建股
份伊哈公司和国际公司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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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集团召开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党群工作部 邓群）6月5日，省建投集

团召开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议对照省委第七巡视组对省建设集
团巡视反馈的四个方面十二类问题，结合
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
批评。省委巡视办整改督查处正科级纪检
监察员田德斌同志，省国资委办公室调研
员袁兆成同志，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副处
长杨登文同志出席会议并进行督导，建投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起翔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通报了本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征求意见情况。会上，张起翔代表集团
班子作对照检查， 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
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他班子成员
同志分别作个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个人查摆时，紧紧围绕巡视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主题，直面问题，不回避、
不遮掩，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深挖问题根源，相互批评出
于公心、直截了当，各位成员本着对企业、
对组织、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负
责地对班子成员提问题、提建议，真正开
出了效果、开出了质量。

会上，袁兆成对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
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
标准很高，主要呈现了四个特点。一是党
性观念强。 今天的会议对照检查标准高，
充分体现了建投集团党委对巡视整改工
作、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重视，体现了
良好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担当。二是自查深
刻。建投集团班子和班子成员能够紧密结
合巡视整改反馈问题和本职工作，敢于揭
短亮丑、敢于自我批评，为班子成员做了
表率。三是批评不走过场。班子成员间批
评针对性强、辣味十足，与巡视反馈提出
问题结合的紧密。党委书记作为“班长”推
动工作有思想、有魄力，集团班子凝聚力
和向心力强， 抓企业改革发展站位高、定
位准、思路宽、抓手硬，落实巡视整改问题
针对性强、措施精准，为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袁兆成强调， 对集团的巡视整改工
作，重点要抓住三方面“12个字”。一是高

度要够。 要站在建投建团改革组
建的关键期和历史机遇期， 结合
产业投资集团新定位、新使命，以
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为有力契机，
科学架构顶层设计， 谋划改革发
展新思路和新路径， 推动企业做
优做强做大。二是结合要好。要深
刻认识本次政治巡视是对建投集
团全面的政治体检， 巡视发现问
题是病灶， 根据巡视反馈问题制
定整改措施是良方， 通过巡视整
改推动企业轻装上阵、 高质量发
展。 要着力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强化党的领导核心
和政治核心。要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深刻认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
核心内涵，深度谋划人才强企战略，严格
规范和执行选人用人制度标准，推动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确保吏治清明、
海晏河清。三是对标要细。建投集团处于
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要对照行业标准和
市场标准， 对照企业改革发展战略目标，
对照改革发展成效，对照省委、省国资委
党委有关要求和法律法规， 着力在投资、
建设、经营、管理、运行、党建等方面实现
管理标准化、对标精细化，杜绝粗放式管
理，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

张起翔在总结讲话时提出五点要求，
他指出，要深刻认识政治巡视对集团改革
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次巡视是在建投集团
组建前期同步开展的，对建投集团未来发
展意义重大，在巡视期间对我们进行全面
政治体检， 为建投集团优化企业管理、轻
装上阵奠定了非常必要的基础。建投集团
也是“六个强省”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当
前我们面临着基础总量不大、发展速度不
快、发展质量不高、内生动力不足等突出
问题，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对建投集团
寄予了很大希望，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
关键节点上， 巡视的意义更显重大深远。
要切实肩负起建投集团改革发展的政治
责任和使命担当。建投集团新班子要有新

使命、新任务和新要求，要透过巡视反馈
的问题， 看到制约企业发展的管理因素、
制度因素和思想因素，要坚持提高政治站
位和工作站位，站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发展的高度， 肩负起新使命新责任。
各位班子成员要按照新出台的近中期改
革发展纲要，抓住建投集团组建的政治机
遇、政策机遇、改革机遇、市场机遇“四大
历史机遇”，强化使命担当，助力集团乘势
而上、提档升级。

张起翔强调， 要加强与同行业先进优
质企业对标找差距。 各位班子成员要紧密
联系实际，与同行业相比较，善于找差距，
主动挖不足，取长补短、精益求精，向先进
看齐、向典型学习，整合优质资源，共同迎
接改革发展大潮，推动企业跳跃式发展，让
职工有尊严、有幸福感，着力打造最有使命
感、 最有打赢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型现
代企业集团。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认真履
职、推动整改。要充分把本轮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的有力契机，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倒逼
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各位班子成员要
自我加压、自我革新，着力转变工作作风。
要坚持举一反三，深挖集团在党建、管理和
综合工作上的问题， 严格按照巡视整改要
求，一项项整改、一项项落实，通过巡视改
问题、通过对标找差距、通过批评促团结、
通过整改促提升， 认真积极履行巡视整改
政治任务， 以高质量的巡视整改成效推动
建投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向省委和省国
资委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 （NS） 66 号 （内部发行）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主办 电话： 0451-83163096 邮政编码： 150046 E-mail:HCGC01@QQ.COM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官网 http://www.hljhcgc.com/

要闻专版2019 年 6 月 18 日 星期二4版 LONGJIA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NEWS

6月14日，建工集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动员部署会议。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副董事长周军，集团纪检监察室主任董真出
席会议。

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陆要武在动员讲话

中指出，要深刻领会开展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增
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主题
教育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是落实省委各项部署要
求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必然要求、是推动
建工集团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牢
牢把握守初心、 担使命、找
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明
确主题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这个总要求是根据
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

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
出来的；要把学习教育贯穿于全过程，把深入调查研
究贯穿于全过程，把深刻检视问题贯穿于全过程，把
抓好整改落实贯穿于全过程。 要坚持结合企业生产
经营实际，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花开结果；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取得实效；
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落实；要注重统筹兼顾，
强化整体效果；要营造浓厚氛围，强化宣传引导。用
主题教育的新成果、新成效，推动集团改革发展再上
新台阶。

周军在讲话中指出， 建投集团党委的主题教育
工作已经启动，各权属单位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和集团党委部署要求， 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确保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
进主题教育，既要保证主题教育取得良好成效，又要
为三级单位的主题教育做出示范表率。 建工集团党
委要把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强化工作统筹，立足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特点，把开展
主题教育同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
讨论结合起来，同各公司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落
实集团“1+4+1”“一二三工程”结合起来，真正把党
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
神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精会神做好当前
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准确把握目标任务，落实落靠
重点措施。

周军强调， 建投集团党委关于主题教育的一系
列部署要求已经明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黑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部署，立足做
强做优做大建投集团主业， 发挥建投产业和行业先
行引领作用， 不断激发推动建投集团高质量发展的
磅礴力量， 引导教育党员干部树立具有企业特点的
“五个好作风”、争做“三个好把式”，在振兴发展中担
在关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总要求是：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
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出更
高要求。”建工集团党委要严格按照省委《主题教育
活动实施方案》 和集团党委 《主题教育工作实施方
案》安排部署，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确保取得良好成效。

周军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高标准高质量抓好
主题教育。这次主题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建
工集团党委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压实
落靠领导责任，精心谋划、科学安排、扎实推进，确保
主题教育质量。要坚持以上率下，要加强宣传引导，要
完善制度机制，要注重实际效果，真抓实干，转变作
风，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确保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建工集团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6月14日，龙建股份暨路桥集团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
张冠武、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尤海英
莅临指导。会议采取远程视频的方
式召开，共设23个会场。

龙建股份暨路桥集团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田玉龙在动员
讲话中，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部署。他
指出，一是要重温初心使命精神洗
礼，深刻领会主题教育重大意义。开
展好主题教育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现实需要，是加
快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龙江
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公司“双
百行动”改革和提质增效的必然要
求。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政治站位，
贯彻落实主题教育总体要求。要深
刻领会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激发企
业内生动力，坚定理想信念，切实提
高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本领。三是要
多措并举、统筹兼顾，推动主题教育
高质量开展。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学
习，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深刻查摆自
身不足，把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四是
要立足企情企况，促进主题教育成
果转化。要将主题教育同巡视整改
工作结合起来，同企业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同企业“双百改革”结合起
来，同党建工作结合起来，同破解企
业突出问题、防范风险矛盾结合起
来。五是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坚持以上率下，强化
责任担当，坚持协调推进，强化整体
效果，宣传正面典型，营造浓厚氛
围，确保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
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

张冠武在讲话中指出，一是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贯彻落实
省委和集团党委部署要求。 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根本指针， 省委对主题教育高
度重视， 集团第一时间启动主题教
育工作， 并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就集团及权属企业的主题教育工作
进行了部署。 龙建股份党委要把组
织开展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强化工作统筹，立足本单位工
作特点， 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开展解
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
讨论结合起来， 同各公司的实际工
作结合起来，同落实集团“1+4+1”、
“一二三工程”结合起来，以对事业
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抓好主题教
育。二是要准确把握目标任务，落实
落靠重点措施。 龙建股份党委要严
格按照省委 《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
案》和集团党委《主题教育工作实施
方案》安排部署，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 使此次主题教育取得
良好成效。三是要强化组织领导，高
标准高质量抓好主题教育。 坚持以
上率下，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制度机
制，注重实际效果。真抓实干，转变
作风，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确保主题
教育的实际成效。

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孙
国臣指出，要强化政治意识，要加强
组织领导, 要强化责任意识， 公司
党委已经成立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
权属企业要按照公司下发的主题教
育实施方案， 层层部署主题教育任
务。

6月14日，龙安集团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建
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蔡绍忠，
工会办主任郭鹏到会指导。

龙安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晓
山在动员讲话中指出， 集团党员领导
干部要把此次主题教育活动与推动集
团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结合起
来。 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此次主体
教育活动，深入学习、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体要
求， 精准发力达到主题教育的任务目
标，推动国企改革、促进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
定动作高标准，把强化学习教育、深入
调查研究、深刻检视问题、抓好整改落
实贯穿于主题教育全过程， 推动主题
教育扎实深入开展； 要坚持结合企业
生产实际，结合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国
企改革生动实践、 党建工作及现实突
出问题开展主题教育。 打造龙安集团
高新技术企业、 加快培育1+X施工增
值产业，确保龙安集团“十三五规划”、
二届一次职代会各项目标圆满完成。

刘晓山要求， 各权属企业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集团党委将成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各党总支领导要履行好“第一
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
岗双责”，发挥职能、形成合力。集团将
利用企业自媒体深入宣传主题教育有
关精神，各权属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积
极配合、及时反映主题教育成效，促进
主题教育不断深化。

蔡绍忠指出， 要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和建投集团党委
的部署要求，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省
委对主题教育高度重视，省委两次召
开常委会议、庆伟书记两次召开专题
会议， 进行传达学习和研究部署。建
投集团于第一时间召开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会上起翔董事长就主题教育
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方式方法及
责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龙安集团要
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强化统筹立足自身，并把主题教育工
作同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
论、本公司实际工作、落实建投集团
“1+4+1”、“一二三工程” 结合起来，
做好实际工作。 要准确把握目标，落
实落靠重点项目，明确主题教育的根
本任务、总要求与根本目标。在学习
方面，龙安集团要按照省委《主题教
育活动方案》与建投集团党委《主题
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开展中心组学
习并组织党员采取多种形式并举的
先进性教育，提升学习教育针对性实
效性感染力。在调查研究方面，龙安
集团要针对突出问题与重点矛盾，结
合实际，确定调研题目，制定调研计
划。班子成员要深入基层形成高质量
调研报告并在其基础上讲一次专题
党课， 推动省委与建投集团政策落
地。在检视问题方面，要认真落实建
投集团党委 《实施方案 》中的 “七对
照、五查找”，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
函， 与干部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建议，
从而提出改进措施。 在整改落实方
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把“改”字贯穿始终的重要要求，对调
研发现的突出问题列出具体清单，制
定整改方案，并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运用调研成果，反思问题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要强化组织领导高标准高
质量抓好主题教育， 坚持以上率下，
龙安集团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工
作机构， 领导干部要走在前做在前，
做出表率。加强宣传引导，完善制度
机制。 要注重实际效果力戒形式主
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
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保持良好精
神状态，确保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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