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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日，中共中央纪
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
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
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
知》。在严明换届纪律方面，提出
了“十严禁”要求：严禁结党营私，
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
禁跑官要官，严禁个人说了算，严
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违规用人，严
禁跑风漏气，严禁弄虚作假，严禁
干扰换届。
严禁结党营私。对拉帮结派、

上下勾联、搞团团伙伙和小圈子
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
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
的，一律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严禁拉票贿选。对通过宴请、

安排消费活动，快递邮寄、电子红
包、网上转账等方式赠送礼品礼
金，以及打电话、发信息、当面拜
访、委托他人出面等形式，在民主
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串联、助选
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除出人选
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
节轻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贿选的
依法处理。

严禁买官卖官。 对以谋取职务、
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的，
通过帮助他人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
遇索取、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
免职，并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拉关系或

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
遇的，一律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
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严禁个人说了算。对以个人决定

代替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授意、暗
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一律取消相
关任用决定，并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
有关人员责任。
严禁说情打招呼。对为他人推荐

提名、提拔调整疏通关系的，违规干预
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和单位干部选拔
任用的，一律作为领导干部违规插手
干预重大事项的情形记录在案，并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
者党纪政务处分。
严禁违规用人。 对借换届之机

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超职数配备干部、
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律
宣布无效，并对相关人员依规依纪进

行处理。
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散

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信息的，一律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严禁弄虚作假。对篡改、伪造

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在换届考察
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
一律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轻重对相
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
务处分。
严禁干扰换届。对境内外敌

对势力搅扰破坏换届的，严加防
范、坚决打击;对黑恶势力、家族势
力、宗教势力干扰影响换届选举
的，违规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
提供资助或者培训的，以威胁、欺
骗、利诱等手段妨害他人自由行使
选举权的，造谣诽谤、诬告陷害或
者打击报复他人的，一律严厉查
处，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换届纪律我承诺 触碰红线必被惩

全面从严治党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十一届区委第
十三轮巡察对区委办公室、区委督查
室、区委研究室、区政府机关党组、区政
府研究室党组、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区人大机关党组、区政协机关党组开展
了常规巡察。近期，区委4个巡察组分
别反馈了巡察意见。现将巡察反馈的
主要问题和整改意见摘编如下：

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区委办公室反

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室）工作的
重要论述有差距。落实“服务发展、服
务决策、服务落实”职责不到位，执行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不
严格，班子成员勇于担当、靠前服务的
意识不够强。二是履行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有差距。落实定期研究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要求不到位，意识形态
工作不够扎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
欠缺。三是组织建设有差距。“三重一
大”制度执行不严格，“三会一课”等组
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到位，党支部换届
选举和党员民主评议等程序不规范，
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室）工作的
重要论述，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工作
机关条例（试行）》，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铸就对党绝对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
央政令畅通，市委、区委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得到落实。二是压紧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提高风险防控意识。三是进一步发挥
室务会领导和决策作用，严格执行“三
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加强机关党支
部建设，严格落实各项组织生活制度，
强化干部教育管理，着力建设政治强、
素质高、业务精、作风好的干部队伍。

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区委督查室反

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的重要论
述、党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
检查工作的意见》不深入，在学深悟透上
下功夫不足，研究制定落实措施与实际
结合不紧，督查利剑作用发挥不充分。
二是落实区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
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不到位，建
立配套制度不及时，调研督查工作有缺
位。执行区委《关于强化督促检查提升
督查质效的措施》打折扣，至今未使用
红黄牌和通报制度。三是机关党建工
作不够过硬，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有
差距，支部选举、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不
规范。

整改意见：一是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督查工作的重要论
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督查
工作的政治属性。二是进一步健全督
查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
向，精准把握、统筹推进督查事项，提升
工作质效。三是进一步完善党建责任
体系，以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加
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全面从
严治党引领部门建设全面过硬。

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区委研究室反

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入，学
用结合不紧密，“以文辅政”作用发挥不
充分，调查研究职能缺失，未有效将学
习成果转化为咨政服务实践。二是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到底，制度
建设流于形式，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
够，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不严格。三是党
组织建设有差距，干部队伍建设质量不
高，结合本单位违规违纪问题落实“以
案三促”不到位。

整改意见：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
主责主业，主动担当作为，当好区委决
策的参谋助手。二是压实政治责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敢于直
面问题，针对薄弱环节深入研究，制定
务实管用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
党水平。三是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标
准，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统筹兼顾、一体推进。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
履职能力。

区委第二巡察组向区政府机关党

组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 一是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政治建设等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位，理论学习浅尝
辄止，研究不深入不全面，落实“服务发
展、服务决策、服务落实”职责不到位，
在推动民心工程建设、协调解决企业发
展难题等方面用力不足。二是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廉政风险
防范意识不够强，内控制度执行不严，
在财务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存在
廉政风险。三是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
环节，党组议事工作规则执行有欠缺，
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落实不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不严肃，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执行
不规范，主责考核反馈问题尚未整改。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
统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强化党
组政治担当，聚焦中心工作，认真履行
服务职责。二是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加大制
度执行力度，规范财务管理和固定资产
管理，有效防范廉政风险。三是发挥党
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落实民主集中
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执行“三会
一课”制度，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程序。
做好巡察反馈问题和主责考核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效果取得实效。

区委第二巡察组向区政府研究室

党组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到位，
缺乏自觉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学用
结合不紧密，参谋助手作用发挥不充
分，调查研究职责履行不到位，对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区政
府主要领导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不足、
跟进不及时，缺乏全局性、前瞻性的建
议。二是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有差距，
党组和支部职能定位不清，制度建设不
完善，在用制度管人上下功夫不够，在
干部综合能力培养方面缺乏长效机制。

整改意见：一是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扣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进
一步做好调查研究，提升调研工作质
量，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二是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
建”意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
步明确责任主体、责任范围和责任内
容，加快补齐短板、补强弱项，推动完善
制度机制，发挥制度刚性约束作用，提
高科学管理水平。

区委第二巡察组向区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领导班子带头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不深入，理论学习形式单
一、效果不佳。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未
落到实处。落实机构改革工作调整的
任务不及时。二是执行财务制度不严
格，相应手续不规范等问题依然存在，
对与第三方签订服务合同的执行监管
有漏洞，存在廉政风险。三是党组织建
设存在薄弱环节，落实民主集中制不到
位，存在“三重一大”事项讨论不充分等

问题。抓作风建设用力不足，干部队伍
教育管理不严，选拔任用程序不规范。
内控评价发现问题整改迟缓。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自觉增
强服务意识，认真落实工作职责，为高
质量做好机关事务服务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二是强化廉政风险防控意识，严
格规范财务管理。加大对第三方机构
合同执行的监管力度，有效堵塞风险漏
洞。三是进一步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
设，强化干部教育管理，着力提高工作
标准和干部履职能力。四是强化标本
兼治，持续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坚持“当
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切实发挥政
治巡察“治本”功效。

区委第三巡察组向区人大机关党

组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市区委决
策部署不到位，对自身职责定位不准，
未摆正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之间的关
系，存在置身人大主责主业之外的倾
向。二是全面从严治党严抓严管严治
氛围不浓厚，党组和班子成员制定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两个清单”有缺
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到位。资金
使用、固定资产管理等存在监管责任缺
失。三是党组建设不够有力，民主决策
程序不规范，谋划党建工作思路不清，
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党员干部教育管
理有欠缺。

整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实
际找准着力点和落脚点，进一步理清职
能职责，健全运行机制，提升工作质
效。二是真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努力形成坚持政治引领、聚焦主

责主业、务实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认
真分析研判廉政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堵
塞漏洞、抓好防范。三是坚持问题导
向，进一步规范议事决策流程，厘清工
作思路，明确任务目标，强化职责落实，
推动高效运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健
全内部制度规定。强化党员日常监督
管理，运用好“第一种形态”，筑牢拒腐
防变思想防线。

区委第四巡察组向区政协机关党

组反馈巡察情况

主要问题：一是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浮于表面，政治理论
学习虚化、形式化，结合实际落实不具
体。二是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有欠
缺，班子成员工作作风欠严实。财务管
理存在廉政风险。运用“第一种形态”
不规范，缺乏“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
意识。三是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
设不规范，功能性专委会党支部作用发
挥不强，党员委员教育管理有短板，执
行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

整改意见：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坚决把党中央、市区
委决策部署落实到政协工作之中。
二是坚持把严的主基调贯穿机关作
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强化“一
线思维”，筑牢政治担当，扛起政治责
任，忠诚履职尽责，提振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
人”职责，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进
一步强化警示教育作用，切实加强干部
教育管理，持续推动净化政治生态。三
是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
党员委员教育管理制度，推进功能性专
委会党支部规范运行。深化内控管理，
完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堵塞风险漏
洞，全面推进机关规范化建设。

武春梅现任天津钢管公司中学年
级组长，2005年参加工作，连续多年担
任班主任、年级组长工作。她曾获区级
优秀班主任、区级三好班集体、区级优
秀党员、区级优秀指导教师、区级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016年她被肿瘤医院确诊为恶性

甲状腺癌，主治医生建议留院手术，考
虑到正值高三复习最紧张的时刻，她没
有告诉任何人，打算送走高三之后再
说。一个月后病症愈加明显，迫不得已
趁十一休假期间做手术，为了不耽误学
校工作，她把教案带到病床，一边输液
一边备课。出院后不到一个月她就主
动要求上课，缠着刀口上的绷带，带着
年级组的老师们圆满完成了高三的教
学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在教育教学中
做出突出贡献，带领高三年级师生打赢
了一场漂亮的硬仗。
十五年来，她长期担任班主任、年

级组长及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工
作量远超负荷，经常加班加点，却从不
叫苦叫累，也从没有向学校提出过非
分要求，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良好
的精神状态。老师们都说和武老师合
作很累，但又都愿意和她一起，因为工
作上有更多的成就感；学生们都知道
武老师严厉，但又都愿意上武老师的

数学课，因为她的课精彩过瘾。年级
组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员管理，学生
也实现了自动化管理。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突发，师生们开始了前所未有
的线上学习，由于部分学生在家出现
了浮躁厌学情绪，武老师牵头组织开
展线上“百日誓师大会”，了解每个班
级出现的个别生情况。高三一班的一
名男同学情绪波动严重，经常不参加
线上学习，复课后不回校上课，孩子妈
妈哭着找到武老师，着急又束手无策，
在多次给学生打电话遭拒之后，武老
师带着班主任直接进行家访。在多次
与孩子交心谈话后，孩子终于回到了
久违的校园里，2020年的高考以645的
成绩考入西北林业大学。
连续两年武春梅所带的年级组被

评为教育系统劳动示范集体，她本人同
时也被授予市、区级教育系统劳动示范
岗荣誉称号，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

2021年 5月1日下午3点左右，东
丽区银河公园里，上演了惊心动魄而温
暖感人的一幕，一名不会游泳的男子不
慎落入公园里的深渠，很快就沉入水
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遛弯的唐洪发
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河中救人，唱响了见

义勇为的道德赞歌。
现年58岁的老人唐洪发，正在东

丽区无瑕街道银河小广场遛弯，河边
突然传来大声的呼救声：“快来救命
啊！快来救命啊！”唐洪发不假思索地
跑了过去，河边站着一位年轻姑娘，这
时落水的人已经沉入河底，看不清是
大人还是儿童，唐洪发迅速跳入河中，
奋力将人救起。这时，河边已经聚集
了不少群众，大家合力把人拉上了岸，
发现落水的是一名青年男子。随后，
已经浑身湿透的他也没有留下姓名，
面对落水者家人的道谢，他边说着“没
关系，这是应该的”，边踉踉跄跄地离
开了。事后，唐洪发才发现自己的右
膝盖被划破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
直流。有平时经常在此遛弯的居民认
出了，他就是丽霞里小区的唐洪发。
目睹了这一幕的群众纷纷为他的善举
点赞。
据了解，唐洪发是东丽区的一名献

血达人，自2005年第一次献血开始，十
几年来已经无偿献血1800多毫升、成
分血125个单位。平常也好善乐施、乐
于助人，唐洪发事后描述说，在那个关
键时刻，跳下水去救人是一种本能，并
没有考虑到自身年纪，一心只想着救
人。目前他的身体都还不错，虽然当时
浑身湿透，也耗尽了力气，但是他没有
感冒，身体也没有不适，他非常感谢众
多邻居的关心，他还说见义勇为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问心无愧、做人无悔，
这样做人内心充实富足。
唐洪发的救人善举，体现了他的高

贵品质，承载着满满的正能量，他的举
动不仅是东丽区的骄傲，也是整个社会
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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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 严谨治学 热心老邻居勇救落水青年
——记天津见义勇为好人唐洪发——记天津敬业奉献好人武春梅

身边好人 学习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