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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
发《关于做好第一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评估工
作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中央
《关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见》精
神， 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条主线， 聚焦主题教育目标
任务和重点措施， 扎实做好第
一批主题教育评估工作。

通知指出，开展主题教育
评估工作，是贯彻“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
求的具体举措， 是坚持开门
搞教育、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
监督的生动实践， 是总结主
题教育经验、 检验主题教育
成效的重要手段。 要紧扣抓
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

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组织
领导到位的要求，把过程评估
同结果评估结合起来，坚持由
群众来评价、 实践来检验，特
别是把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
作为衡量标准，确保评估结果
客观真实。

通知要求，评估工作主要
由中央指导组、各省区市各行
业系统巡回指导组具体组织
实施，从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组织领
导等方面， 在日常督促指导、
掌握实际情况基础上，通过广
泛听取意见、开展随机测评等
方式，了解党员、群众评价，进
行综合研判， 作出全面评估。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通
知要求，以厅局级及以上领导
班子为单位进行自查评估。

■据新华社

习近平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牢记初心和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建强筑牢党的基层组织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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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记
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在全党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之际，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记
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生
动再现壮怀激烈、 惊天动地的革
命故事， 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铸
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很有意义。

习近平指出， 伟大长征精神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
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希望广大党
员、 干部认真学习党史、 新中国
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
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
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月18日，“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
题采访活动总结座谈会在甘肃会
宁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
要指示精神，号召全国新闻战线大
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牢记党的
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
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
忘党的初心和使命、 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的号召和嘱托，6月11日
至8月18日， 中央宣传部组织开
展了“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
先后有1300余名记者追随当年
红军长征步伐，深入实地采访，累
计跨越16000余公里，推出10000
余篇鲜活生动、形式多样的报道，
网上总阅读量近20亿次， 社会反
响热烈。 ■据新华社

排乃村是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的一个贫
困山村，曾是一个党组织软弱涣
散村。

早在2017年村“两委”换届
时， 村民石某旺因对村干部不
满， 张贴大字报污蔑村干部为
“千万巨贪”，严重影响了村“两
委”换届工作的正常开展。被公
安机关依法拘留后，石某旺的父
亲石某安又鼓动群众到州委大
门口聚集，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面对此种情形，州委组织部
和吉首市委组织部迅速出动，通
过选派工作组地毯式排查，一举
打掉了长期干扰基层政权的恶
势力团伙，成为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典型案例。

建好村级班子
支部成为“火车头”

首先，矮寨镇党委大力加强
班子建设，利用村“两委”换届契
机，在外出务工党员、致富带头
人、退伍军人中逐一摸排，动员
在外务工的退伍军人石军回村
担任党支部书记，并按照“德才
兼备、群众公认”的原则配齐配
强村“两委”班子，突出政治标

准，强化源头管控，坚决防止黑
恶势力染指基层政权。

同时，建立“干部+党员+群
众”联系机制，每名村“两委”成
员至少与2名党员结对， 每名党
员至少与2名群众结对， 融洽干
群关系， 教育引导党员学法用
法，推动党员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中当先锋、作表率。

抓好宣传教育
党内党外“一家亲”

换届后，排乃村抓住思想教
育这个根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线上+线
下”方式，凝聚党员、团结群众。

村里建立网络“朋友圈”，每
年至少开展两期基层党员干部
暨新型农民培训班，充分利用“红
星云网上党支部”“湘西为民”村
民圈等全覆盖式开展宣传教育。

同时，建立政治“生活圈”，
党支部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
关政策精神纳入“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群众大会等学习内容。

此外， 还建立村内“宣传
圈”，在村内发放200多份《致党
员和群众的一封信》， 悬挂横幅
15条、宣传单150份、标语10条、

公告13张，号召党员群众勇于与
黑恶势力作斗争。

提升服务能力
提高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是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排乃村“两委”不
断提升工作水平， 从细节入手，
逐渐取得群众的信任。

新建300平方米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规范标牌标识，落实村
干部轮流值班制度。在村内公布
服务电话， 建立24小时服务机
制。建立健全完善村务监督委员
会、 民情维稳等村级配套组织，
每月严格落实党务、村务、财务
公开制度。

同时，建立“村规民约、红白
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群众大会、
村务监督月例会”“一约四会”机
制，所有项目实施必须经过“四
议两公开”程序实施。

村“两委”还不断筑牢黑恶
势力防线， 引导群众树正气、扬
新风， 让黑恶势力无地可容、腐
朽文化无孔可入。

排乃村新班子在扶贫工作
队的帮助下，带领全村群众苦干
实干，已于2018年顺利通过脱贫
验收。 ■本报通讯员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
党组织是党的执政大厦的“钢筋地
基”，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
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
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等重要职
责。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的执
政根基就会坚如磐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党
委紧紧围绕中央部署安排，把全面
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
员，形成了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
态势，取得了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的成效，广大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改
革“先锋队”、社会“稳压器”、脱贫
“引路人”的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
有的村党组织带头人素质不高、能
力不强，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
有的地方党员教育管理宽、松、软，
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队伍缺活力；
有的地方和领域基层党建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 有的基层干部作风不
正、漠视群众，甚至违纪违法，个别
村干部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
题。凡此种种，严重制约着基层党组

织功能的发挥， 最终损害的是群众
利益，侵蚀的是执政根基。

专项整治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党员教育管理宽松软、基层党
建主体责任缺失问题， 势在必行、
志在必得。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以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
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抓
手，深入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
精准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着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

强战斗堡垒。在建强基层骨干队伍
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村党组织带头
人整体提升行动，既注重拓宽选人
视野， 千方百计把优秀人才引进
来、选上来、用起来，又切实加大培
训力度，拓展晋升通道，不断激发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在加强
党员队伍教育管理监督上出真招，
推动广大党员亮身份、 亮职责、亮
承诺， 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中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在强化
基层治理服务能力上见实效，推动

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
基层倾斜， 让基层党组织有资源、
有能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
事、揪心事。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对新
的矛盾和问题，各级党委要按照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部署安排，
以最认真的态度， 把党员组织起
来、把人才汇聚起来、把群众动员
起来，努力把我省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湖南日报评论员

排乃村由“乱”到“治”之变

中央对做好第一批主题教育评估作出部署

8月18日，来自甘肃
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表演
舞蹈 《万泉河水清又
清》。 当日，“记者再走长
征路” 主题采访收官文
艺活动在甘肃会宁举
行。 6月11日至8月18
日， 中央宣传部组织开
展了“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记者再走长征
路”主题采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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