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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昌同志在加强党风廉政工作集体约谈时强调 严守党的纪律筑牢拒腐防线

全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刘莉丽）国庆假期来临
之际，
黄南州召开州委常委（扩大）会议，
州委
书记王振昌就进一步加强全州党风廉政工作
集体约谈各州级领导干部及各地区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把从严治党作为主题教
育必修课程，不断巩固和深化作风建设新成
效，
让优良作风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和风气。
提高政治站位。党员领导干部筑牢思想
防线，守纪律、讲规矩、作表率，克服侥幸心
理，杜绝不正之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

府若干措施，严禁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
旅游、公车私用及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
严
禁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
付卡等违规违纪行为。
压实两个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纪律执行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
确保作风纪律落实到位。自觉抵制不良风
气，
切实以严的标准、严的举措保证各项纪律
要求落到实处。各级纪委监委充分履行监督
责任，
继续加大明察暗访力度，
严肃查处违规
用公款购买节礼及违规发放福利等各种不正

之风，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加大监管力度。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
探索和创新方式方法，
强化各领域监
管。特别是财政部门加强支付申请审核，防
止通过虚开发票购置购物卡、礼品、突击花钱
和滥发津贴、补贴；
审计部门加大对财政资金
使用中的重点领域和环节的审计监督；各级
纪委监委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搭建更
加便利、快捷、直接的监督举报平台，广泛宣
传纪律要求，
公布监督举报方式，
积极动员全
社会的力量参与监督，形成无处不在的监
督网。

以案示警 做实
“后半篇文章”
—— 黄南州召开警示教育暨新任职州管干部集中廉政教育谈话会
本报讯 9 月 26 日，黄南州召开全州警
示教育暨新任职州管干部集中廉政教育谈话
会，通报典型案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
人，以案释警、以案促改，增强政治意识，
强化政治责任，坚守“两个维护”
。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州委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强
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作风明显改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持续向好，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不断净
化，各族干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
增强。全州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已经形
成，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通报的河南县文
体旅游广电局、卫生健康局弄虚作假，网上
下载抄袭资料，应付检查考核；同仁县农牧
局在实施光伏温室项目中不作为、乱作为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泽库县交通系

统腐败问题等典型案例，先后有 12 名党员
干部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充分表明州
委和州纪委监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
党决策部署和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会议认为，这几起典型案件的发生，既
涉及州管干部、也涉及县管干部，既有领导
干部、也有一般干部。究其原因，就是少数
党组织对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重大决策部署认识不清，主
体责任履行不力，管党治党不严，工作作风
不实；个别党员干部不讲政治、不守纪律，
放松了党性锻炼，丢弃了理想信念，背离了
初心使命，说一套做一套，习惯于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搞选择性执行、选择性落实；对
党纪国法没有敬畏之心，将权力凌驾于纪律
和法律之上，本该履行的职责不正确履行，
本该严守的规矩不严格遵守，把权力作为捞

取私利的工具。
会议强调，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举一反三，以案为鉴，结合我州正在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刻汲取教训。要筑牢思想防线；要时刻敬
畏纪法；要正确行使权力；要自觉接受监
督；要担当履职尽责。
会议要求，要当好政治坚定的“明白
人”
；当好善于学习的“带头人”
；当好管党
治党的“责任人”；当好权力监督的“守门
人”
；当好严于律己的“规矩人”
。
我州警示教育暨新任职州管干部集中廉
政教育谈话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开至县
级，扩大到乡镇，共 303 人参加会议。州委
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钟志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2 名新任职州管干部代表作表
态发言。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再出发
——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团在黄南州举办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9 月 25 日，省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团在黄南州举办宣
讲报告会。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学军主持
会议。
宣讲团成员、省考核办常务副主任郭启
龙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重要论述精神，紧密结合党情国情省情实
际，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为什
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才能做到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开展好主题教育活动，
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讲授解读，
给现场党员干部作了一场精彩的宣讲报告，

上了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党课。
实质精髓，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必将对全
李学军在宣讲结束时要求，全州各级党
州广大党组织开展好主题教育和广大党员干
组织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按照省州委的安排
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推动工作、促进发
部署，在前一段工作基础上，推动主题教育
展，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一要持续加强学习，
州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扎西措表
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二要自觉主动
示，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查摆，动真格找准不足、补齐短板。三要推
为新起点，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动成果转化，重落实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
州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桑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林青认为，报告实例丰富、分析透彻、阐述
主义思想上来，按照中央和省州委决策部
精辟，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时代
署，勇担使命，奋发有为，以实实在在的工
性、指导性和针对性，使大家进一步深刻领
作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悟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丰富内涵和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民族精神
—— 黄南州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本报讯 9 月 30 日，第六个烈士纪念日， 士纪念碑前，全体肃穆，奏唱《义勇军进行
同仁地区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同仁县烈士
曲》，
国歌奏唱结束后，
州委常委、
县委书记蒋
陵园举行。州、同仁县四大班子领导，州、县
树成宣读祭文。祭文指出：对革命先辈最好
直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驻州部队和机关
的纪念，
就是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大力弘扬
企事业单位干部、群众和学生代表共计 530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余人参加了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
把爱国之情、
丰功伟绩，虔诚祭奠革命先烈的不朽英魂。 报国之志体现到身体力行上，落实到狠抓发
同仁县委副书记、
县长罗富贵主持公祭仪式。 展中，
就是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大力弘扬新
上午 10 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革命烈
时代的无私奉献精神，
按照省委
“一优两高”
、
（上接 1 版）除了干部代表欢呼祖国繁荣昌
盛，还有普通群众也点赞黄南生活巨变。刚
参加完县政府举行的升国旗仪式，又急着赶
到热贡广场大屏幕前观看直播的同仁县年都
乎乡尕沙日村藏族群众曲毛太，在畅谈黄南
新变化、新生活时由衷感慨道：
“在大屏幕前，
看到习总书记时，
我的内心那个激动啊，
阅兵
阵容庞大壮观，国家和军队真的强大啦！过

去啊，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日子过得挺难，缺
衣少吃，
现在想想，
真不容易。现在就大不一
样了，
党中央对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格外关怀，
惠民政策又多又好，
村容村貌变化惊人，
水电
路网全部通到村里，
医保、低保、教育、住房都
有保障，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我和乡亲们都很
感恩党，
我们永远跟党走！
”
人民领袖的亲切勉励，震撼人心的盛大

州委“三区”决策部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接力赛中，奋力跑好我们
这一棒。之后，
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
由衷的表达了新一代接班人乐观
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和传承弘扬革命
烈士精神的坚定决心。最后党政军、社会各
界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瞻仰烈士
墓，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
敬意。
阅兵，
规模空前的群众游行，
民族政策的光辉
照耀，
激励着 27 万黄南各族儿女携手奋进新
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增添新光彩。大家纷
纷表示，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
奋斗、实干自强，抓好发展第一要务，聚焦脱
贫摘帽总目标，
一件接着一件办，
一年接着一
年干，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黄南力量。

严格落实河长制
加强日常巡河工作
本报讯 近日，州委书记、州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州级总河长王振昌
深入河南县洮河和延曲河，督导河长制落实
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省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全面落实河长制相关工作，促
进全州水生态环境良好发展，实现江河湖泊
健康管理。
王振昌沿河而上，听取县乡党委政府关
于河长制落实情况工作汇报，对河流基本情
况的建档立卡、河道防洪、河道清洁、管理
保护等情况进行实地察看，对水系建设、水
质保护、沿岸绿化等作出指导。王振昌指
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完善
水安全治理体系、打造山水黄南的必然要
求。各级河长、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水资源
保护、河湖水域岸边管理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督、
完善组织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全面落实河
长责任，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一是各级河长要认真履职尽责,加强日常
巡河工作。各级河长继续开展“清河行动”，
并从巡河、组织“清河”等各项基本工作入
手，经常深入河道进行巡查，了解所管河段
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对策措施，认真履行
管、治、保“三项职责”，全力推动河长制各
项任务落实见效。二是各相关部门要协同发
力，促进水生态环境良好发展。进一步建立
完善多方参与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共
管、共治的工作模式。全面加强区域与区域
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
部门与县乡之间的联动协作。要在河长的统
一领导下，加强河湖信息共享和河湖治理方
式的沟通，认真履行职责，主动承担任务，
形成河湖管理保护合力。三是抓好舆论引导
和宣传，引导全民共同参与管护江河湖泊。
各地区各部门要广泛宣传河长制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护河、爱
河意识。开展“全民保护母亲河”清河行
动，把广大的干部、群众等动员起来，共同
参与治理保护河流，增强公众对河湖保护的
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促进广大群众保护河
湖的意识，逐步形成全民参与共同管护家乡
河湖的氛围。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办民族团结
进步专题讲座
本报讯 9 月 29 日，黄南州召开州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扩大） 学习会，邀请省藏语系
佛学院副院长完玛冷智作民族团结进步专题
辅导讲座。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
各部门、州直及省驻州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共 90 余人参加学习
会。州委常委、秘书长蒋明宽主持学习会。
学习会上，完玛冷智以 《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为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团结的系列讲话为主线，结合几次中央民
族工作、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详细阐述
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
和深远意义。讲座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观
点新颖，既有他多年从事民族宗教理论研究
和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又有对新形势下民
族工作的理性思考，对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扎实做好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州各项准备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