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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主题党日+’活动之
前，我大概七八年没参加党支部组
织的会议和活动了。”9月21日，在
湖北咸宁咸安区张公庙村，党员杨
盛和感慨地说：“现在，我每月都到
党支部学习，还能参与了解村里的
大事，又找回了‘家’的感觉。”

今年60岁的杨盛和坦言，以
前长期在外打工，自己党费都是让
别人代交的，差点忘记了自己是一
名党员。

“党员不党员，相差‘两毛钱’”；

开党支部会要么发盒烟，要么吃顿
饭……咸宁组织部门经过调研发
现，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形
同虚设甚至瘫痪，党内组织生活落
实不到位，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缺乏
有效手段，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
题不同程度存在。

自2015年11月起，咸宁市委
以“全面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
能力，实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全
面进步、全面过硬”为目标，以推动
党组织生活常态化、党员日常教育

管理长效化为基本目标，每月固定
时间在全市6065个基层党组织、
13.5万余名党员中同时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

在活动中，咸宁市委要求，“主
题党日+”覆盖全市所有党支部、
所有党员，不能有特殊党员，不能
有“失联”党员。截至目前，咸宁全
市已经开展了11次“主题党日+”
活动，让3468名“失联”党员重新
过上了组织生活。 （下转第六版）

湖北咸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找回了家的感觉”
人民日报记者 付文

根据中央关于探索市县巡察、
完善巡视工作网络格局的要求，5月
19日，省委印发《关于市县党委开展
巡察工作的意见》；6月3日，市委常
委会研究同意设立市委巡察机构；7
月26日，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市
委巡察办和两个市委巡察组；8月30
日，市委巡察办、市委巡察组正式挂
牌；9月29日，2016年市委第一轮巡
察工作正式拉开大幕……

今年来，我市参照中央、省委巡
视工作方针，结合本市工作实际，把
巡察工作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

载体，积极构建巡察工作体系。

铸剑：以上率下，把责任扛在肩上

“这篇文章对于指导我们深化
全面从严治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提交市委常委
会传达学习。”在市委巡察办，笔者
看到一份文件：市委书记李建明对
一篇名为《深化政治巡察 夯实执政
基础》的文章作出批示。文章署名
为“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开
展市县巡察工作需要注意和把握的
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市委领导带头组织学习中央巡

视办关于巡察工作的理论文章是我
市坚定把巡察工作作为推动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落实、厚植党的执政根
基重大举措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市委李建明书记先后2
次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就巡察工作
进行学习研究部署，7次就巡察工作
作出批示。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
良胜和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王济
民多次研究部署巡察工作，做到了重
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
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为我市快速
有序推进巡察工作营造了强大气场、
提供了有力支撑。 (下转第六版）

节前安全检查
29日，市安监局执法人员在十六潭公园检查消防器材配备情况。国庆

佳节即将到来，市安监部门积极开展节前安全隐患大检查活动，重点对全市
煤矿、危险化学品、游乐园等领域场所进行检查。 记者 袁灿 摄

今天，是全国第三个烈士纪念
日。各地干部群众举行形式多样的
纪念活动，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
精神。感奋之余，也产生许多感慨。

就在前几天，备受关注的侮辱革
命烈士邱少云案一审宣判，二被告被
判决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

现实中，总有一些人出于各种目
的，罔顾历史事实，任意抹黑历史人
物。不仅仅是邱少云，还有我们熟知的
英雄人物黄继光、赖宁、雷锋等也曾遭
到过无端的非议。

更有甚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
对红军长征的具体情境认识模糊，却
说行程没有二万五千里；对抗日战争
的文献史料梳理不精，却质疑《狼牙
山五壮士》“多处细节失实”；对抗美援
朝战争史实一知半解，却臆断黄继光
无法以血肉之躯阻挡地堡枪眼……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篡改革命历史、败坏英烈形象，
既让每个有正义感的人愤慨，也让英
雄家属们心寒！试问：如果没有这些
英烈，哪有幸福的今天？如果危难再
来临，谁还愿意去牺牲去奉献？！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上世
纪 80 年代，苏联放任历史虚无主义
横行流布，结果以卓娅、马特洛索夫、
奥列格等为代表的一批英雄人物被
污名化，进而出现党史国史也被颠覆，
最终导致国家走向分崩离析。殷鉴不
远，教训深刻。

敬畏历史，才能从灵魂深处敬仰
英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征程中，尤其需要从历史中不断汲
取前进的动能，向历史虚无主义大声说

“不”。 一方面，要强化党史国史等文
化知识的普及，提升公民对历史的认
知度；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公民意识
和法律意识教育，让每一个公民懂得
什么是民族英雄和国家命运，什么是
公民的基本职责和行为规范。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倪
德武报道：昨日，市委举行市县党委
巡察工作推进会暨市委第一轮巡察
工作动员会，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
于政治巡察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部
署推进市县党委巡察工作，对市委首
轮巡察进行动员。市委书记李建明、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程良胜、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王济民出席会议。

经市委研究决定，市委巡察组定
于10月上旬开展2016年第一轮巡察
工作。每家单位巡察时间为1个月左
右。市委第一巡察组负责巡察：市中
心医院、市城乡低保管理局、嘉鱼县头
墩农场；市委第二巡察组负责巡察：咸

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
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市就业管理局、
赤壁市黄盖湖农场。

李建明指出，建立市县党委巡察
制度，是中央和省委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能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构建起完整的中央、省、市、县
四级巡视巡察监督体系，加快形成有
效衔接、上下联动的党内监督新格
局，真正做到巡视巡察全覆盖、无死
角。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
识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的重大意
义，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巡察共识，全
力推动巡察工作顺利开展。

李建明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省委关于推进巡视巡察工作文件精
神，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委关于巡察工
作的新精神新要求，确保市县党委巡
察工作的正确方向。要紧紧围绕“坚
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以“四个意
识”为标杆，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
坚定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坚守
价值取向，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扣

“六项纪律”，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
突出问题，针对党组织主体责任、纪
委（纪检组）监督责任履行情况，从严

从实开展巡察监督，发挥巡察震慑、
遏制、治本作用。

李建明强调，政治巡察的生命力
在于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要坚守发
现和解决问题这个核心，把焦点对准
党组织的政治责任，对准党员领导干
部应当肩负的政治职责，瞪大眼睛、
拉长耳朵，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
盯着问题查，对显性问题刨根见底，
对隐性问题深究细查，真正让问题浮
出水面、无处藏身。对巡察发现的问
题，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发现
的问题拎起来，上升到是否坚持党的
领导的政治高度去认识、分析和把
握，从政治上驾驭问题，(下转第二版)

李建明在市县党委巡察工作会上要求

坚持正确方向 把握总体要求 确保巡察效果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9

日，市委书记李建明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办公厅
《关于加强市县党委民主集中制建
设的意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
例》和省委《关于贯彻实施<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条例>的意见》；传达学
习全省党委秘书长、办公厅（室）主
任会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暨基
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党校工作
会议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措施；听取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
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全面贯彻落
实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省
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市县党委民主
集中制建设的意见》，抓好贯彻落
实，进一步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自
觉性。针对在民主集中制贯彻执
行中存在的问题要抓好改进、规范
和提升，增强民主集中制的有效
性。要把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作
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
督的有力武器。在民主集中制贯
彻执行过程中，既要重视实体性内
容，也要注重程序性内容，要让民
主集中制成为思想和行为的自觉。

会议要求，要用好“主题党
日+”这个载体平台，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抓好、抓实、抓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在全省走在前列、当好
标杆。要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主体责任，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
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
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
题，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
处。要进一步完善“主题党日+”，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突出

“学在平时、做在平常”，推动各级
党委各基层党支部党内政治生活
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增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
性和战斗性，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提供实践范例。要对照省委
专题督查通报和全市督导有关情
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意识，
立行立改、提升工作。要开展好

“两新”组织百日攻坚行动，提高
“两新”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实现党
的工作全覆盖。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好《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及其实际意义，高度重视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升
干部政治素质和党性素质，规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管理，做到有章可循。
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党校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认识、强化措施，
把全市党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要始终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把
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从严办校、从严治校，不断提升党校办学能力。
要围绕党校“理论学习、党性锻炼”的主业主职，强化党纪党规教育，创新教育
形式，严格学员管理，让学员在党校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全省党委秘书长、办公厅（室）主任会议精神，研究
改进和提高党委办公室工作水平和能力，在准确把握和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
局中发挥好职能作用。要坚持站位更高，当好党委放心的“坚强前哨”、“巩固
后院”，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办文、办会、办事能力和水平，强化“四个意识”，切
实加强自身建设。

会议指出，自新修改的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以来，市委高度
重视、市人大常委会主动作为，各方积极参与，我市立法工作取得前期成效。
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发挥党委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
持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要做好立法后期工
作，做好立法的舆论准备和法律实施工作。

敬仰烈士 敬畏历史
■陈 新

高悬监督利剑
——我市构建巡察体系工作纪实

通讯员 邓子庆 倪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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