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坚持党的领导袁保持妇联组织的政治性遥 妇
联组织是党的群众组织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袁强化
组织建设袁把妇女同胞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
周围遥

基层妇联组织改革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迫切
需要袁要牢牢把握妇联改革正确方向袁始终坚持党
对妇联工作的领导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妇联改革重要指示精神袁不断增强野四个意识冶遥
要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党的建设袁落实推动党建带妇
建制度袁 要把妇建工作纳入党委党建工作总体格
局袁同部署尧同落实尧同督导袁提高妇建工作在党建
工作考核中的比重遥要以提高吸引力尧凝聚力尧战斗
力和扩大有效覆盖为目标袁实现在区域内不拘一格
建组织袁创新基层妇联组织设置尧成员发展尧联系群
众尧开展活动的方式遥 要建立基层妇联执委会议事
工作制度尧执委联系妇女群众制度尧基层妇联组织
工作公开制度袁 促进基层妇联组织规范化运转袁形
成长效机制袁巩固基层妇联组织改革成果袁让妇女
同胞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遥

二尧坚持与时俱进袁保持妇联组织的先进性遥 认
清新形势新常态袁围绕服务改革大局袁找准工作结
合点袁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作用袁充分调动妇女干事
创业热情遥

基层妇联组织改革是时代发展尧改革创新的要
求袁要自觉服从服务党委和政府改革大局袁找准工
作结合点和着力点袁落实以妇女儿童权益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袁切实解决好突出的矛盾问题袁增强妇联
组织的吸引力尧影响力遥 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妇联
工作规律袁大力推动改革创新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和网上妇联建设袁切实提高做好妇联工作的能力水
平遥 要加强妇联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集约利用袁使妇
联工作进一步融入基层袁多元尧精细尧有效地为妇女
群众提供服务遥要建立妇女干部培养尧管理尧使用长
效机制袁加大基层妇联工作人员培训力度袁强化基
层妇联组织成员的动态管理和激励表彰袁持续提升
工作活力袁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作用遥

三尧坚持妇女为本袁保持妇联组织的群众性遥 联系妇女尧代表妇
女尧服务妇女袁打破桎梏藩篱袁突破改革瓶颈袁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党
的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遥

基层妇女组织改革是着力解决当前基层突出问题的有利抓手袁
要持续推进村(社区) 野会改联冶袁扩大妇联组织和妇联工作有效覆盖袁
织密织牢基层组织网曰持续推进乡镇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改革袁补齐
基层组织短板曰要推进乡镇建设野妇女之家冶袁同时大力推进野网上妇
女之家冶 建设袁坚持网上网下共建野妇女之家冶袁实现线上线下野妇女
之家冶有机融合遥 要壮大基层妇联组织工作力量袁依靠妇女群众做好
妇女群众工作袁通过召开妇女代表大会袁选举产生出妇联主席尧副主
席和执委遥 要打破吸纳人才藩篱袁将热爱妇女工作尧群众威信高的优
秀女性充分吸纳到基层妇联工作队伍中来袁 彻底解决妇联工作力量
野倒金字塔冶的问题遥 积极转变拓展服务职能尧转变工作作风尧推动净
化行业风气袁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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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曳 共八
条袁前四条针对全体党员院 要求野克己奉
公袁勤俭节约袁甘于奉献冶遥 后四条是针
对党员领导干部袁防止权力滥用袁要求
野廉洁从政袁廉洁用权袁廉洁修身袁廉洁
齐家冶遥

叶廉洁自律准则曳 是对党员和党员
领导干部野道德冶修养的要求遥 核心是
野廉洁冶和野奉献冶遥

廉洁是保持党执政地位的关键遥 历
史经验与教训反复证明袁腐败是亡国灭
政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遥 所以袁党用人
的标准一直强调野德才兼备冶袁道德品质
第一遥 无德者再有才也不能用袁才越高袁
危害越大袁所以袁如果没有德才兼备者袁
宁愿用有德缺才者袁而不能用无德有才
者遥

廉洁是执政党管理好社会的基本
条件遥 叶论语曳说得好院野其身正袁不令而
行曰其身不正袁虽令不从冶遥 立党的目标尧
宗旨要要要为人民服务袁实现人类美好社
会袁严格要求党员必须廉洁遥

中华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野自律冶遥
叶论语曳院野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遥冶 将
自觉养成高尚的道德放在首位遥 只有具
备良好道德袁才能管理好家庭尧治理好
国家尧使天下敬服归顺遥

一个社会违法犯罪案易发多发袁主
要是制度问题袁所以袁要攻坚克难袁全面
深化改革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遥 而在同
样的环境中袁有人卓越优秀尧出类拔萃袁
有人却违法犯罪袁成为社会的败类袁主要
是个人修养的差别袁所以袁党的十八届四
中会作出 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冶袁在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强调
野坚持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冶遥

立党为公袁执政为民遥 要求共产党
员比一般的社会公民有更高的道德水
平遥 野吃苦在前袁享受在后袁甘于奉献冶遥

这就要树立 野以奉献为荣为乐冶的
价值观遥 要将对社会奉献多少作为衡量
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准遥

古今中外袁价值观主要表现野奉献尧
金钱尧权力尧享乐冶等遥 只有奉献才是正

确的价值观遥 只有崇尚奉献袁共产党人
追求理想目标才能实现遥

共产党人应当通过辛勤的劳动获
得合法合理报酬袁 满足物质生活需要遥
在基本生活问题解决后袁还应当做更多
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做的善事冶遥 只
有做法律没明文规定必做的善事的人
才是有德的人袁力所能及尽量多做法律
没明文规定必做的善事渊甘愿超时超量
工作袁付出多得到少袁无尝捐献财富袁为
社会为他人提供义务劳动等冤才是道德
高尚的人遥

共产党人必须比一般公民有更高
的道德水平袁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支持袁凝聚力量袁实现奋斗目标遥

廉洁自律要求野慎独冶袁即使在没有
外在监督的环境里也能洁身自好袁不沾
任何便宜袁该得的得袁不该得的一丝一
毫也不要遥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省苏维埃主席
刘启耀是我们党历史上廉洁奉公的一
个典范遥 刘主席在红军长征后袁留在宁

都北部山区打游击袁在激战中与队伍失
散袁孤身一人袁追赶西去的红军未成袁就
流浪在遂川尧泰和一带袁靠乞讨度日袁身
背米袋袁手持打狗棍遥 谁能想到他的腰
间藏着一包金条尧银元袁但这是党的活
动经费袁是公款遥 他宁可挨冻受饿袁饥寒
交迫袁也不动用一分半毫遥 直到 1937年
渊过了近 3年冤袁 他联系上失散的党员袁
在开会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时袁把公
款连清单如数交回党组织袁分文未留遥

刘启耀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袁在极
端的贫困中始终保持廉洁奉公的崇高
形象袁野公家的钱袁一分也不要冶遥 野腰缠
万贯的乞丐冶遥 作家郭晨把他的事迹写
进了长篇小说中遥

廉洁自律袁努力做一个品德高尚的
共产党人遥

学习《廉洁自律准则》 提高思想道德境界
要要要野两学一做冶学习辅导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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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当代中国的鲜明特征袁 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遥 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袁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尧从群众最
期盼的领域改起袁一场关乎 13亿多人全
面发展尧 走向共同富裕的全面深化改革
拉开大幕遥 经过全面深化改革袁不少议论
多年尧阻力较大尧多年都啃不动的改革硬
骨头被啃下袁人民的获得感显著增强遥

事实证明袁 改革既给亿万人民带来
对未来的最好预期袁 也让蓝图不断化为
现实遥

比如袁过去袁因为资金保障不足袁医
疗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发挥受限袁 部分
困难群众遭遇大病时无钱医治遥 全面实
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袁 看准了长期以来
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野短板冶袁旨在充分
挖掘大病保险的潜力袁 从根本上解决群
众因病致贫尧因病返贫的难题遥

比如袁 过去办理身份证要回老家袁费
时又费力遥 2015年 8月袁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叶关于
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
失招领制度的意见曳袁并提出于 2017年 7
月 1日全面实施遥如今身份证异地办理全
面实施袁并推出便民服务袁身份证不仅可
以寄到家袁就连照片都可以自己在专门的
摄影机器上拍了遥 身份证异地办理省心

又省钱袁人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遥
比如袁 随迁子女不能在异地参加高

考的政策袁 曾让不少外省进城务工人员
颇感头疼遥 近年来袁野异地高考冶政策得到
了全面推开袁它打破了户籍限制袁释放出
党和政府在更深层次上推进教育公平的
信号遥 虽然异地高考方案有待进一步细
化完善袁但至少让更多农民工有了盼头遥

还有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袁 修订
叶食品安全法曳袁 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噎噎总之袁 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所取得
的成效袁 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切实感
受上的遥

当然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袁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遥 近 40年来我国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袁最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开始就使改革事业
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袁 得到了人民群众
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遥

因此袁要将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袁就
必须让全党全社会都理解改革尧 支持改
革尧参与改革袁客观公正看待改革中遇到
的问题袁同向发力尧齐心协力尧形成合力袁
唱响改革发展
的主旋律 袁汇
聚起全面深化
改革的强大正
能量遥 杨飞

唱响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