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对党忠诚袁坚定不移与党保持一致
做品德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袁维护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袁要在
维护党中央权威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袁 做到坚定
不移袁自觉在政治立场尧政治方向尧政治原则尧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袁一切听党指挥遥 要树立党章意识袁自觉用党
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袁在党爱党尧在党言党尧在
党忧党尧在党为党袁立场坚定袁旗帜鲜明袁听党的话
跟党走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贯彻到市委的各项决
策部署上来遥

二是牢记使命袁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来抓袁克服一切困难袁采取超常规措施袁想尽千方百
计尧踏尽千山万水袁摸清实情袁出好实招袁以更强的
责任感袁更硬的举措袁更大的力气抓好脱贫工作遥

三是以德为先袁切实提高道德修养
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和操

守袁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进一步

规范道德行为袁坚持勤以修身袁俭以养德袁始终保持
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袁让高尚的道德情操成
为一种自觉遥

四是廉洁自律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袁弘扬忠诚老实袁公道正派袁实事求
是袁清正廉洁的品行袁常存敬畏之心袁敬畏权力尧敬
畏法纪袁时刻警醒自己守住廉洁的防线袁管住自己
的欲望袁管好自己的家人遥 恪守诚实做人尧清白为
官的道德信条袁 以一身正气尧 两袖清风的浩然正
气袁当标杆尧做模范遥 同时袁要把党章作为加强道德
修养和廉洁自律的根本标准袁增强纪律意识袁无条
件地接受党的纪律约束遥 始终如一对标对表袁牢牢
把握习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袁 握紧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把尺子遥不图名尧不求利尧
不谋私袁守得住清贫袁耐得住寂寞袁坚持以德立身尧
以公处事尧以廉树威袁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袁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袁 努力在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浴

做品德合格的共产党员
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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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院 要弘扬忠诚老实尧 公道正
派尧实事求是尧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曰坚决反对搞两
面派尧做两面人曰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袁
把对党忠诚尧为党尽责尧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
当袁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遥 这是对共产党人
野讲道德尧有品行袁做合格共产党员冶的基本要求遥
作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袁都要严格自律袁毫不
懈怠袁我们党的伟大斗争尧伟大工程尧伟大事业尧伟
大梦想才能够实现遥

结合自身实际袁做野讲道德尧有品行袁做合格共
产党员冶袁必须从以下方面努力院一是要坚定理想
信念袁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遥 在新的历史时代袁特
别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袁 切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为实
现两个百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遥 二是要以野四
有冶为标尺袁树立野四个意识冶遥 做到心中有党袁对党
忠诚袁严格按照党章党纪办事遥 做到心中有民袁着
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尧 最直接尧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遥 当前特别要结合脱贫攻坚工作袁大力做好挂点
乡拔英乡袁挂点村邱坑村野四有一满意尧四改一整
治冶工作袁对照贫困户野两不愁三保障冶尧贫困村退
出九大体系指标袁切切实实为民办好事尧办实事遥
做到心中有责袁心中常想人民政协服务大局的事袁
常思脱贫攻坚的责遥 做到心中有戒袁 正确行使权
力遥 始终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遥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袁自觉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加强道德修养袁追求健
康情趣袁清清白白做人尧干干净净做事尧坦坦荡荡
为官遥 三是要经常反躬自省袁做到严于律己遥 经常
接受群众的监督袁保持作为一名党员的先进性遥 做
到闻过则喜袁有则改之遥 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
样袁要时刻反躬自省袁自重尧自省尧自警尧自励袁洁身
自好袁存正祛邪袁注重修身养德袁增强防腐拒变的
野免疫力冶遥

讲道德尧有品行袁不仅在讲袁更关键的是在做袁
重在日常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遥

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共产党员
阴市政协副主席 陈上海

野正冶袁历来是为官从政的
精髓要义遥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
来说袁野正冶是为人之本尧从政
之基遥 这让我们想起 1933年
春的一天袁周恩来去红军大学
上课的路上袁因身体虚弱竟从
马背上摔了下来遥 经医生检
查袁原来是缺乏营养袁由于长
期食用无盐的青菜和粗粮袁加
上工作繁重所致遥

有盐同咸袁 无盐同淡袁不
讲地位袁不搞特殊袁与人民群
众同甘共苦袁周恩来用严格的
自我约束和自我要求袁树立了
清正廉洁尧公道正派的共产党
人优秀品格遥 通过深入开展
野讲道德尧有品行袁做品德合格
的共产党员冶专题学习袁我认
为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在明
大德尧守公德尧严私德上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袁着力在正心立
德尧正业立功尧正品立行上下
功夫遥

一要坚持正心立德袁在从
政为民中转变作风遥 为官正
心袁就是守好为民奉公这片心
中净土袁以忠诚之心对待党的
宗旨袁以敬畏之心对待手中权
力袁 以感恩之心对待人民群
众袁以公仆之心对待事业和工
作袁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袁把野人民至上冶落实于
从政之中袁处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曰坚持情为
民所系袁把爱民情结植根于心底袁办事倾听民声
民意曰坚持利为民所谋袁把造福百姓付诸实践袁
做事满足人民的期盼和要求袁 真正为人民掌好
权尧执好政尧谋好利遥

二要坚持正业立功袁 在求真务实中奋勇作
为遥 求真务实袁具体来说袁要义有四院一为察实
情袁即坚持野接地气冶尧真知深知袁立足真情实况
谋思路尧作规划曰二为出实招袁即坚持有的放矢尧
切实管用袁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定措施尧拿对策曰
三为靠实干袁即坚持扑下身子尧甩开膀子袁开拓
创新抓建设尧促发展曰四为求实效袁即坚持踏石
留印尧抓铁有痕袁实实在在出政绩尧建功业遥

三要坚持正品立行袁 在清正廉洁中永葆
本色遥官品的核心和精要是清正廉洁遥坚守清
廉袁须把住政治上的野红线冶袁坚定理想信念袁
严守政治纪律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曰把住工
作上的野准线冶袁坚持按法规政策用权袁谨防以
权谋私袁具有坚强的党性曰把住生活上的野底
线冶袁纯洁人际交往袁培养健康情趣袁始终做到
清清白白做人遥 唯有如此袁才能真正做到为党
立业尧为民立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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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党章,政治乳
汁如泉涌心,在滋养党心党性的同时,也深感党员
干部的身上重任遥

一尧做品德合格的共产党员袁最核心的品格是政
治鲜明遥 政治鲜明尧 政治坚定是共产党员的基本素
质遥 要做到政治鲜明袁今后自己必须勤学多思袁加强
修养袁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尧铸魂补钙曰要不
断强化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尧核心意识尧看齐意识袁从
内心深处真心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
位袁真心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曰要时刻用
新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袁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
治信仰不变尧政治立场坚定尧方向不偏遥

二尧做品德合格的共产党员袁最基本的品格是
对党忠诚遥 心中有党袁对党忠诚袁是每名党员的基本
政治品格袁是最基本的野德冶尧最大的党性遥 对党忠
诚袁首先要忠诚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袁 忠诚于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曰其次要忠诚于党的组织袁听组织的话袁服从组织
的集体领导尧维护组织团结统一袁按组织的集体决
策行事袁讲好政治规矩曰再次要对党诚实袁对党讲真

话尧道实情尧干实事尧务实功袁自觉报告个人事项袁不
折不扣执行好市委尧市政府和经开区党工委尧管委
会的决策部署遥

三尧做品德合格的共产党员袁最重要的品格是
为人民服务遥 我们党来自人民尧植根人民尧服务人
民袁一旦脱离群众袁就会失去生命力遥 作为一名从
农村走出来的党员干部袁 今后自己必须始终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袁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各项工作之中袁贯彻
到为企业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和问题中去袁 多做打
基础尧利长远尧惠企惠民的好事实事遥

四尧做品德合格的共产党员袁最根本的品格是
廉洁自律遥 廉洁修身尧 廉洁齐家是党员干部的责
任袁也是党员干部的道德底线遥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
干部袁今后自己必须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袁始
终严于律己袁坚决遵守党规党纪袁清清白白做人尧
干干净净做事袁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尧生活圈尧
朋友圈袁 自觉与企业老板建立健康的亲清关系;要
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袁注重家庭尧家风教育袁
管好自己的配偶尧子女袁约束他们的言行袁带头树
立良好家风遥

弘扬优良传统 做合格共产党员
阴瑞金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 罗林生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壬田镇杨平服装厂营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
360781600176336,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江西裕民药业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份 袁 发票代码 :
3600171350袁发票号码 ;00722834,特此
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8004275537 号渊刘海华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证号为
015395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朱爱华遥 成
员院朱耀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303161041 号渊朱爱华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朱爱华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院36210219730316104172袁特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