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要把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摆在首要位置袁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袁严格
遵守党的各项法规制度袁自
觉践行严明政治纪律尧严守
政治规矩袁时刻做到严以律
己尧心有所畏尧言有所戒尧行
有所止遥

一要遵纪守规袁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遥 自觉地在思想
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与党中
央和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
致袁 时时处处维护中央权
威遥 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尧
心中有民尧心中有责尧心中
有戒袁在大事大非面前保持
清醒的头脑尧 坚定的立场袁
任何时候都不说违背党的
规矩的话尧不做违背党的规
矩的事尧不当破坏党的规矩
的人遥 要遵循组织程序袁养
成守纪律讲规矩的习惯袁自
觉置于规矩之下袁做到懂规
矩尧用规矩尧守规矩袁让守纪
律讲规矩成为自身的行为
习惯遥 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
政治鉴别力袁始终把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尧提高党性修养
作为必修课袁不断坚定理想
信念袁增强思想上的野防腐

性冶和政治上的野免疫力冶遥
二要正身修已袁做落实上的带头人遥

我们要充带头把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作
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袁知敬畏尧
明底线尧守规矩袁时时把握政治纪律这条
野生命线冶袁遵守组织纪律这条野保障线冶袁
严格经济工作纪律这条野警戒线冶袁不触
犯群众工作纪律这条野高压线冶袁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逾越纪律这条 野红
线冶遥 要做到防微杜渐尧未雨绸缪尧防患未
然遥 要将讲规矩尧有纪律内化于心尧外化
于行袁抵得住诱惑袁守得住清贫袁耐得住
寂寞袁 真正成为一种思想自觉尧 政治自
觉尧行动自觉遥

三要立说立行袁 做规矩上的践行者遥
讲规矩尧有纪律袁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袁就
是要以更加优良的作风袁 干好本职工作遥
当前袁 我市已进入脱贫攻坚的冲刺期袁需
要我们主动担当尧全力以赴袁确保市委尧市
政府政令畅通袁决策落到实处遥讲规矩尧有
纪律袁就是要敢作为尧敢担当袁压力面前不
低头尧困难面前不退缩袁把精准扶贫责任
扛在肩上尧放在心上尧落实在行动上袁事事
想在前头尧处处赶在前头袁不遗余力抓好
扶贫工作袁 全力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袁努
力争创全国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的示范和
样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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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深刻认识野用铁的纪律维护党
的团结统一冶的背景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野用铁的纪律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冶袁是有多方面深刻
考虑的院

第一袁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
传统和独特优势遥 我们党从建党之初
只有 50 多人的小党成长壮大为今天
拥有 87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袁经历
各种风波考验袁愈挫愈强袁关键就在我
们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和严明纪
律遥

第二袁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纪
律建设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加强纪律
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遥 我
们这么大一个政党袁 靠什么来管好自
己的队伍钥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钥除
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袁 必须
靠严明的规范和纪律遥

第三袁 党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所决定了还需进一步加强纪律建设遥
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 需要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遥
新的历史条件下袁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
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基本实现现
代化袁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遥

二尧准确把握野讲规矩尧有纪律冶的
科学内涵

党员干部要讲哪些规矩袁 有哪些
纪律钥 总书记在叶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曳中袁对纪律和规矩作了明确
的阐述遥 一是党章袁党章是全党必须遵
循的总章程袁也是总规矩袁是全党必须
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遥 二是党的
纪律袁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袁包括政治
纪律尧组织纪律尧财经纪律尧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等袁党纪就是红线袁是党员
干部必须自觉遵守的规矩遥 三是国家
法律袁 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
的规矩袁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袁带
头依法办事遥 四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
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袁 党内很多
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

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袁经过实践检验袁约
定俗成尧行之有效袁需要全党长期坚持
并自觉遵循遥

三尧模范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
1尧学纪律尧懂规矩袁筑牢思想防

线遥 按照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的要求袁 持续深入学习以党章
为核心的党规党纪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袁 牢固树立纪律意识
和规矩意识遥

2尧讲政治尧强党性袁做到知行合
一遥 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袁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切实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遥 把实现今年脱贫摘帽作为当前
最大的政治任务遥

3尧守好纪尧尽好责袁严守纪律规
矩遥 时刻把纪律规矩的红线标示心
头袁守土有责尧守土尽责袁抓好分管领
域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遥

回溯党章与纪律建
设的历史袁可以深刻感受
到袁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
我们党的基本特性和宝
贵品质遥 我们党从小到
大尧从弱到强尧从革命到
建设到改革袁正是靠着严
明的纪律和规矩一路胜
利走来遥 作为一名基层
领导干部袁尤其是从事政
法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
干部袁更要在加强纪律建
设上做表率尧 树标杆袁以
实际行动推动瑞金各项
事业健康发展遥

第一袁要进一步强化
政治意识遥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政治纪律是党最
重要的纪律袁是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遥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袁最核
心的袁 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袁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遥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
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警
觉袁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尧
组织纪律袁不折不扣地贯
彻落实市委尧市政府的各
项决策部署袁 自觉服从尧
服务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遥 要加强
思想教育袁通过日常学习尧专题培训尧
警示教育等形式袁 增强党员干部的政
治意识尧纪律意识尧法治意识尧守规意
识袁 让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对党纪党规
的敬畏之心遥

第二袁 要进一步发挥领导干部带
头作用遥 政法干警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尧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力军袁 一言一
行尧 一举一动袁 无形中都会对社会风
气尧 时代风貌尧 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
响遥 因此袁全市广大政法干警袁要充分
发挥带头作用袁带头遵守纪律规矩袁带
头依法办事袁带头执行工作制度袁不干
预尧插手尧过问具体案件袁做到规范执
法尧公正司法尧为民司法遥 要加强作风
建设袁提高工作效率袁引导良好的社会
风气遥 要严格执行廉洁纪律尧 生活纪
律袁做一名执行纪律合格的共产党员遥

第三袁 要进一步增强制度的执行
力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遥制度没
有真正落地袁不真刀真枪地抓执行袁再
好的制度也发挥不了作用遥 全市广大
政法干警要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袁维护良好的政治生态遥 要完善
各项规章制度袁用制度管人尧按制度办
事袁使纪律真正成为野带电的高压线冶遥
要加强执法监督袁 完善督查巡查机制
和案件评查机制袁 严格落实执法办案
终身负责制袁提高办案质量遥 要加大问
责力度袁对有令不行尧有禁不止的袁严
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遥

党要管党尧从严治党袁就要靠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遥作为党员领
导干部袁我们必须讲规矩袁有纪律袁
始终做严格执行纪律的一名合格
党员遥

讲规矩袁有纪律袁就是要严格
遵守和维护党章遥 党员尧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袁 要牢固树立党章意
识袁牢记自己是一名曾在党旗下宣
过誓的共产党员袁时刻用入党誓词
约束自己曰坚持以党章为镜袁对照
党的纪律尧群众期盼尧先进典型袁对
照改进作风要求袁 在宗旨意识尧工
作作风尧廉洁自律上查问题尧找差
距尧明方向袁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
的一言一行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
党性锻炼袁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遥

讲规矩袁有纪律袁就是要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作为党员领导
干部袁 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
局意识袁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要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袁 做到政治
信仰不变尧政治立场不移尧政治方
向不偏袁 不能有令不行尧 有禁不
止袁不能各自为政尧阳奉阴违袁坚
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遥 要坚持原
则袁 敢于同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
益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遥

讲规矩袁有纪律袁就是要强化
组织纪律性遥 强化党的意识和组
织意识袁 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
人袁切实增强对党的认同感尧归属
感尧责任感袁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尧
在党为党尧 在党忧党遥 要相信组
织袁依靠组织袁服从组织袁无条件
地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袁自
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遥 要坚持党
性原则袁 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利
益的立场上袁 不能把个人利益放
在第一位遥 要进一步强化组织观
念尧程序观念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
制度袁 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及时
向党组织请示报告袁 决不搞我行
我素尧自行其是遥

讲规矩袁有纪律袁就是要无条
件执行党的纪律遥作为党员尧干部袁
对党的纪律要心存敬畏袁不能越雷
池半步遥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袁必
须严格地无条件地遵守和执行袁不
允许搞变通尧做选择遥 作为一名党
员尧干部袁要无条件地遵守执行党
的纪律袁 必须按照党的纪律行事遥
不论自己的意见正确与否袁都不能
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袁都要坚决
执行党组织决定决议袁为加快我市
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遥

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阴市委副书记 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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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执行纪律合格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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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可以看出袁 职务犯罪无不从违反党
纪尧逾越规矩开始袁一旦跨过了党纪尧
规矩红线袁个人和组织都将付出沉痛
的代价遥 因此袁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袁就必须在守纪律尧明规矩上
作表率袁自觉担当把铁的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遥

中央苏区时期袁 刘少奇同志带
着检查组来到叶坪下陂坞检查工
作袁收到了一封控告信袁控告中央印
刷厂会计杨其兹经常去赖荣生开的
饭馆吃饭袁一餐就吃去 30 多元遥 由
小见大袁 刘少奇迅速组织工会轻骑
队袁 从杨其兹大吃大喝浪费公款查
起袁查清了他贪污的犯罪事实袁同时
牵出了中央直属工厂贪污浪费案件

20起遥
从这个小故事袁我认识到袁身为

领导干部袁勿以恶小而为之遥 领导干
部违纪违法往往是从坏规矩尧犯纪律
开始袁进而发展到违法犯罪遥 我行我
素尧不守纪律尧不讲规矩袁最后都要栽
大跟头尧出大问题遥 因此袁我们要树立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念袁牢固树立纪
律和规矩意识袁 做政治上的 野明白
人冶遥

一要坚定信念遥 要牢牢时刻牢记
党的宗旨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袁永葆
艰苦奋斗的光荣本色袁在实际工作中
守纪律尧讲规矩尧做奉献遥

二要熟知规矩 遥 严守纪律尧恪
守规矩 袁首先要知纪律 尧懂规矩 遥
必须熟知相关党章党规 尧 法律条

文袁准确把握纪律规矩执行标准袁
使自己成为真正守纪律 尧 讲规矩
的人遥

三要心存敬畏遥 要以身作则尧以
上率下尧躬身垂范袁常怀敬畏之心袁高
悬纪律的明镜尧 掌好法律的天平袁经
常反躬自省袁 自觉在思想上划出红
线尧在行为上明确界限袁坚决维护党
纪尊严尧法律权威遥

四要对党忠诚遥 忠诚敦厚袁人之
根基遥 对党忠诚袁是对党员干部最起
码的要求遥 要自觉遵守党章袁用党的
纪律党的要求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袁
敢于同不守规矩尧不守纪律的现象做
斗争遥 忠诚党的事业袁始终听党的话袁
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袁真正为党
的事业奋斗一生遥

严守纪律、恪守规矩,以身作则做合格党员
阴市检察院党组书记尧检察长 葛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