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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自觉履行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政治责任
——2021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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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书记抓、抓书记，紧盯各级
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
“换届后县、乡党委书记调整面较大，
少数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能力还有
短板……”

这是2021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上的场景。点评环
节，既肯定成绩，又一针见血指出问题不
足，直指短板、点准“穴位”，压紧压实管党
治党、强基固本的政治责任。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集中换届之年，也是开展述职评议考核
工作第八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
落实《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
职评议考核办法（试行）》，扎实开展2021
年度述职评议考核工作，坚持真述严评实
考，把述职评议会开成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推进会”，同台比武、集体检阅的
“交流会”，集中换届后新任党组织书记的
“培训会”。

述出责任、评出压力、议出实效。通
过召开述职评议会，各级党委（党组）书记
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更加自觉，解决基层
党建重点难点问题更加有效，基层党建工
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成效更加明显。

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坚决捍

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什么、

强调什么就重点抓什么，怎么部署要求就
怎么贯彻落实”“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培
训的主课、必修课”……在述职评议会上，
党委（党组）书记纷纷表示。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必述必评必考内
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国之大者”心
中有数，切实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聚焦政治机关
建设、带头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听取44家
部门机关党委书记现场述职，实现了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现场述职全覆盖。

中央企业集团党委（党组）书记在述
职中突出全面落实“党建入章”、书记和董
事长“一肩挑”、专职副书记应配尽配，集
团和所属重要子企业全部建立党委（党
组）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前置把关的制度
机制和事项清单。

在述职评议会上，高校普遍突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立
德树人全过程。

通过述职评议考核，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持续强化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工
作，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党
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大战大考

中践行初心使命，充分发挥作用

喜迎建党百年，广东、重庆等地在述职
中突出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新党员集
中入党宣誓活动、开展“永远跟党走”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等，激发广大党员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

全力备战冬奥，北京、河北、国务院国资
委和部分中央企业围绕服务保障举办简约、
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进行述职，发挥各领
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基层党组织强不强，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
金石，也是磨刀石。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稳边固边、疫情防控等重大
任务作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党建
引领把重点任务落到实处，推动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在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开展“党旗在基层
一线高高飘扬”活动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情况作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
基层党组织紧扣职能职责、广大党员立足本职
岗位，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述职评议考核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凝聚
力战斗力，让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仅在
关键时刻、危急关头看得见、摸得着，在平常
时候也能看得见、摸得着，群众真切感受到
党组织无处不在、党员就在身边。

把严的标准和要求贯穿始

终，推动各级党组织书记用心用

力种好基层党建“责任田”

“在指导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将党建工作
要求转化为具体方法措施上，指导还不到位，
对基层提要求多、教方法少，面上推动多、精细
指导少，缺乏‘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产生这
些问题的根子在区委，关键在我。我反思主要
有以下原因：一是思路谋划不深入；二是招法
举措不扎实；三是统筹用力不均衡。”

1月7日，天津各区、市委各部门和部分市
级机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考场”，逐个“答辩”“过堂”，进行
全面而深刻的“年度剖析盘点”。深析问题根
源，列出务实举措，让抓好基层党建的工作责
任链条在“一述一评”中进一步拧紧拧实。

以考责问责，倒逼履责尽责。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紧紧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开展述职评议考核，
各级党委（党组）把述职评议考核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推动各级党委履行抓基层党建
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形
成上下联动、共同推动的工作格局。

述职评议的目的在于找准问题，补齐短
板，为基层党建工作“把脉开方”。通过述职评
议考核，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把“严”的标
准、“实”的作风体现到夯基固本的全过程、各方
面，确保基层党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有奖励
国家安全部公布奖励办法 包括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2022年6月6
日，国家安全部公布部门规章《公民举报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办法共5章24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间谍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对
国家安全机关实施的公民举报奖励工
作进行了全面规范，明确举报奖励工作
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
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专
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客观公
正、依法依规。

办法立足鼓励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依照上位法律法规规定，细化和

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实施举报奖励的条件、
方式、标准和程序。其中，规定举报人获得
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3项条件：一是有明
确的举报对象，或者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行
为线索或者情况；二是举报事项事先未被国
家安全机关掌握，或者虽被国家安全机关有
所掌握，但举报人提供的情况更为具体详
实；三是举报内容经国家安全机关查证属
实，为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发挥了作用、作出了贡献。办法结合国家安
全机关举报奖励实践，明确奖励实施方式包
括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并根据举报发挥作
用程度、作出贡献大小，划定了4个等级的奖
励标准。

关于法律责任，办法明确了举报奖励相

关工作中，追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责任
的6种情形、追究举报人责任的4种情形和追
究举报人所在单位责任的两种情形。其中明
确规定，举报人不得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
实诬告、陷害他人，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奖金，
不得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
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不得泄露举报中知悉
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国家安全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办法
是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
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对于完善反间谍
法律制度体系，落细落实专门工作与群众路
线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汇聚全社会维护国家
安全的强大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 高蕾）
记者7日从民政部获悉，为应对疫情给一些
困难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民政部、财政部
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可为临时
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通知要求，对符合低保条件的生活困难
家庭，及时纳入低保范围。为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促进有劳动
条件的救助对象务工就业，对因家庭成员就
业导致收入超过低保标准的家庭，给予一定
的渐退期。密切关注物价变动情况，及时启
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通知还要求，要加强对未参加失业保
险的无生活来源失业人员的救助帮扶。
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
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
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
入低保范围的，经本人申请，由务工地或
经常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帮助
其渡过生活难关。

俄外长批评北约“禁飞”
乌方说东部地区正激战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

可获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6日批评部分北约国家禁止其飞机过境
赴塞尔维亚访问。乌方6日通报，乌东部地区正进行激烈战斗。

拉夫罗夫6日表示，一些北约成员国作出禁止他的飞机过
境访问塞尔维亚的决定“前所未有”，此举是剥夺塞尔维亚作
为主权国家奉行外交政策的权利。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保
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拒绝拉夫罗夫飞机过境。

乌克兰方面6日通报，截至当日上午，乌东部地区正在进
行激烈战斗。通报说，在卢甘斯克地区，乌军夺回了北顿涅茨
克市部分地区，市区仍在进行巷战，有大批士兵负伤；在顿涅
茨克地区，俄军使用各种火炮和火箭炮沿着整个前线继续炮
击乌军控制地区。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据新华社伦敦6月6日电（记者 杜鹃 许凤）英国首相约
翰逊6日晚在保守党对他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关，留任保守
党领袖和英国首相。

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体“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
6日上午宣布，该委员会收到党内议会下院议员要求对首相进
行不信任投票的信函超过规定所需的54份，因此不信任投票
将于当晚举行。保守党在议会下院的359名议员参加当晚不
信任投票。投票结果显示，约翰逊获得211名议员的支持。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6日
正式宣布，他本人不会出席6日至10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九届美洲峰会，原因是美方不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
瓜3个美洲国家领导人。

洛佩斯说：“如果不是美洲所有国家都出席，就不能叫美洲
峰会。就算有这么一场峰会，那也将是延续干涉主义的旧政
治。”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将代表墨方出席这一峰会。

新华社专特稿

反对美国搞小动作

墨西哥总统拒绝出席美洲峰会

在党内不信任投票中过关

约翰逊留任英国首相职位

乌克兰局势

陈立新同志逝世

本报讯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原党委书记、离休干部陈立新
同志（副局级），因病于2022年5月29日20时19分逝世，终年88岁。

陈立新同志遗体已于5月31日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火化。

纽约州立新法控枪

禁止向未满21岁人员出售半自动步枪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美国连续发生群体性枪击事
件，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6日签署一揽子控枪新法案，内容
包括禁止向未满21岁人员出售半自动步枪，新出产半自动步
枪必须应用所谓“微印记”技术以便执法机关从子弹壳辨识并
追查作案枪支，扩大没收潜在危险人员枪支的“警示法”适用
范围，禁止向除执法人员等特殊职业以外人员出售防弹衣。

据美联社报道，霍楚尔当天签署10项公共安全相关法案，
其中一项把半自动步枪购买年龄门槛从18岁提升至21岁。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九部委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纠正医药购销领
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
要求持续打击涉疫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并
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
份之便直播带货。

通知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类医疗物资
质量保障，从严从重打击伪劣防护产品、
假劣药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开展疫情防
控用药用械集中整治。严厉打击隐瞒行
程、编造散发虚假疫情信息、拒绝隔离治
疗等涉疫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严肃处理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违法违规牟取个人利益行为，严肃查处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
播带货。

医卫领域部署“纠风”
严查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播带货

三夏时节，各地进入夏季农忙期，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图为6月7日，村民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沙水坪村的田间运秧。 新华社发三夏农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