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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配齐配强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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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2日讯 人无
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在线
教育， 概莫能外。 但要看
到，目前存在的夸大宣传、
虚假承诺、捆绑诱导、隐瞒
欺诈等种种不诚信问题，
严重制约着在线教育行业
的健康发展。7月12日，记
者了解到， 除了外部监管
之外， 长沙在线教育行业
还有自律公约， 他律自律
形成合力， 推动行业实现
健康有序发展。

“想像自己身处一片花
海，紧闭双唇，用鼻子吸气
直到吸不了为止，停一下，
再缓慢地用鼻子呼出，呼
出时间越长越好。好，理解
了的同学在公屏上打一朵
鲜花。”7月9日晚上8点，潭
州教育播音学院讲师李老
师正在通过“闻花香”的方
法教授学员气息练习。

与教室讲课不同的是，
这节课的60余名学员分散
在全国各地。“不管学员有
没有在本地，都不影响他们
接受优质的服务。” 潭州教
育品牌与法务总监刘芬说，
学员可以通过潭州课堂
APP随时随地与老师互动
提问，拥有在线下学习一样
的真实感和可靠感。

面对种种行业不端现
象， 潭州教育此前专门发
起行业自律公约， 呼吁在
线教育行业从业者加强服
务、法制观念，努力提升整
个行业服务水平， 不断提
升服务价值。今年，仍有多
家在线培训企业相继加
入，共同履行行业自律。

在线教育不能娱乐化、
庸俗化，自律公约的第一条
围绕提升教育水平、引导员
工规范教学。 除了完善培
训体系外， 该公司法务部
还会定期进行《广告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
的培训， 切实提高广大员
工的法制观念， 把保证教
学质量、不虚假宣传、不在
授课中推销产品设置成从
业人员的“职业红线”，引
导员工规范教学。

除了在线教育企业创
新自律外， 长沙还围绕在
线教育打出“组合拳”，如
清朗暑假网吧专项整治行
动、“净网” 专项整治行动
等， 营造了清朗诚信的网
络空间， 助力在线教育行
业往更加规范、 健康的方
向发展。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朱玲

《意见》指出，要把思想政
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
式。强化党委（党组）主体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负起政
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建立健全
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 制定思
想政治工作责任清单， 明确落
实措施和推进步骤。 党的基层
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章党规要
求， 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
治工作。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相统一， 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
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加强党
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善
于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和体制制
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
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保
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意见》指出，要深入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教育人民，健全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
体系，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马克
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
障，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加强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 继往开来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教育，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
思想， 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宣
传教育， 有针对性地宣传普及法
律、法规和法理常识，加大党章党
规党纪宣传力度。增强忧患意识、
发扬斗争精神， 广泛开展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宣传教育， 总结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 以自觉
的斗争实践打开新天地、 夺取新
胜利。

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
际， 中共中
央、 国务院
印发了《关

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
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
进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见》包括总体要求、
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 深入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推
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 构建共同推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局六个部分。

《意见》指出，要推动新时代思想政
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巩固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
价值取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主题
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
典型宣传中，落实到党报党刊、电台电
视台、都市类报刊和新媒体等各级各类
媒体，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深化拓展群众性主
题实践，充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大
节庆日纪念日，发挥礼仪制度的教化作
用，丰富道德实践活动，推动形成适应
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 精神面貌、文
明风尚、行为规范。更加注重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深入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
工程，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体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深化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
物、身边好人等学习宣传，持续讲好不
同时期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探索完善
先进模范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把榜样
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

《意见》强调，要构建共同推进思想
政治工作的大格局。完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
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
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党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打造专兼结
合的工作队伍，配齐配强思想政治工作
骨干队伍， 充实优化兼职工作队伍，不
断壮大志愿服务工作队伍，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展全员培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
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培养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用好各级各
类文化设施和阵地，加强各级各类党员
教育培训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的
规划建设和管理使用，继续推动公共文
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建设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示范点。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
考核体系，建立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
法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测评体系，将测
评结果纳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情况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内容，纳入
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内容，把“软指标”变为“硬约束”。

■据新华社

《意见》指出，要提升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加强企
业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
作同生产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开
发、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建
设等工作结合起来，在思想上解
惑、精神上解忧、文化上解渴、心
理上解压。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和思想道
德建设，开展弘扬时代新风和移
风易俗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
侵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农民。加强
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把带头
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机关思想
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深化政治
机关意识教育，开展模范机关创
建活动， 开展对党忠诚教育，开
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努力
建设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
效率的模范机关。加强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加快构建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实施时代新人培育
工程，完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
齐抓共管机制，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
作， 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思想政治
工作的相关制度， 加强社区思
想政治工作网格化建设，统筹发
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使思想政
治工作真正深入到群众生产和
生活中去。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
工作， 深入实施网络内容建设
工程， 加强网络传播能力建设，
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 推动
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使互联网这个最
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
量。 做好各类群体的思想政治
工作，开展思想政治引领行动，
把广大群众团结凝聚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 2021年中国
网络诚信大会将
于7月15日-16日
在长沙举办。近
年来， 湖南尤其

是长沙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持续优化透明
公正营商环境为重点， 积极推进以信用为核心的
流通治理新秩序，以诚信为营商环境的亮丽底色，
进而推动网络行业企业和人才集聚。

“自律公约”约束
在线教育不跑偏

7月12日晚，长沙湘江两岸地标建筑流光溢彩，上演“网络诚信之光”主题灯光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