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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期袁 怎样
野做冶 一名发挥作用合格的共
产党员呢?我认为袁应该从以下
几个方面努力遥

第一袁做一名发挥作用合
格的共产党员袁必须加强党性
修养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遥 这
是必要条件遥 共产党员要努力
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袁这是从
思想上解决入党的基础和前
提袁是每个党员终生的野必修
课冶遥

第二袁做一名发挥作用合
格的共产党员袁必须牢记自我
角色袁强化党员意识遥 这是基
本要求遥 强化党员意识袁是对
共产党员最基本尧最起码的要
求袁也是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
一个重要切入点遥

第三袁做一名发挥作用合
格的共产党员袁必须认清重大

问题袁坚定理想信念遥 这是动
力源泉遥 解决了思想认识上的
问题袁才能更加自觉地坚定理
想信念袁看清目标方向袁增强
信心和勇气遥

第四袁做一名发挥作用合
格的共产党员袁必须树立正确
野三观冶袁坚持为民宗旨遥 这是
检验标尺遥 正确的世界观尧人
生观和价值观袁是共产党员思
想的野总开关冶遥 不解决好这个
问题袁就不能解决好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遥 我们
党从诞生的那天起袁就把为人
民服务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
出发点和归宿袁这也是共产党
员的最高行为规范遥

第五袁做一名发挥作用合
格的共产党员袁必须联系岗位
职责袁发挥模范作用遥 这是现
实体现遥 共产党员要正确把握

野职业标准冶和野党员标准冶袁既
要成为一个野好公民冶袁更要成
为一个 野好党员冶遥 要立足本
职袁创造一流业绩袁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切实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遥

第六袁做一名发挥作用合
格的共产党员袁 必须严守行
为规范袁遵守党纪国法遥 这是
必然要求遥 共产党员是政治
组织的一名成员袁 必须严格
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共产党员
同时又是一名公民袁 必须带
头遵守国家的各项法令遥 要
正确把握党纪国法的内容 尧
特征和要求袁 自觉规范约束
自己的行为袁 在树立正确法
纪观的基础上增强严守党纪
国法的自觉性袁在政治尧思想
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遥

抓实六个“必须”争做发挥作用合格的共产党员
阴市人武部部长 李泽民

奉献与作为袁是一个有机
统一的整体遥 只有讲奉献袁才
能有作为曰只有有作为袁奉献
才能有价值遥 我们共产党人历
来最讲奉献尧最讲牺牲遥 就像
我们的入党誓词中说的那样袁
野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冶袁 这是我们共产党员不变
的誓言遥 走进新时代袁我们更
要把奉献精神作为一种传承尧
作为一种坚守袁化作一种自觉
的行动袁在工作岗位上袁努力
为瑞金发展创造新的更大作
为遥

奉献新作为袁 要敢担当尧
重实干遥 担当是奉献的前提遥
处在新时代袁我们比以往任何
时期袁都更接近尧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
标袁 我们更有责任于这个时
代尧更要担当于这个时代遥 在

新时代奉献新作为袁首先就必
须要担当历史的责任遥 实干是
奉献的基础遥 要把对新时代的
憧憬变成美好现实袁必须把热
情转化为行动袁把信念内化为
动力袁脚踏实地干事业袁一步
一步向前进袁把负责的工作抓
紧抓实尧抓出成效遥

奉献新作为袁 要知感恩尧
思进取遥 奉献是一种品格尧一
种境界遥 表现在日常的工作和
生活中袁就是要常怀敬畏感恩
之心袁爱岗敬业袁积极进取遥 感
恩是奉献的动力袁进取是奉献
的需要遥 我们要把对组织的感
恩袁转化为履职尽责尧成就事
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袁要把对
人民的感恩袁上升为一心为民
的博大情怀袁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遥 要始终把
工作当成学问去研究尧当成事

业去追求袁 做到一事未完尧心
绪难安袁一事未成尧夙夜难寐遥
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袁 把群众路
线尧群众立场尧群众观点贯穿
到我们所有的工作之中袁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袁 不断创造新作为尧新
贡献遥

奉献新作为袁 要不计较尧
不抱怨遥 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
说袁奉献袁意味着坚守袁意味着
责任遥 奉献袁更多的是在本职
岗位上的默默付出遥 当任务比
别人重尧吃苦比别人多尧压力
比别人大时袁怎么想尧怎么做袁
最能反映出一名党员干部的
品格遥 在繁重的任务和压力面
前袁不计较得失袁展现的是境
界曰不抱怨辛劳袁锤炼的是作
风遥

奉献新时代 追求新作为
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市总工会主席 刘剑平

讲奉献袁是党的性质和宗
旨的必然要求袁是共产党员应
有的政治品格袁也是共产党员
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遥 中国共产
党由先进分子组成袁以人民利
益为最高利益袁以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遥 当前袁
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和平年代袁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袁敢于责任担当袁奋力克
难攻坚袁坚持用权为民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袁把做合格党
员尧优秀党员作为毕生追求遥

一要敢于责任担当遥 面对
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统筹抓好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繁
重任务袁面对新时代涌现出来
的新情况尧新问题尧新矛盾袁特
别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从工
作实际出发袁深入群众袁直面
问题袁敢于担当遥 要敢闯敢试袁
敢为人先袁 事事当先锋做表

率袁对市委尧市政府确定了的
事情袁 放开手脚大胆去实施袁
特别是在大事难事急事面前袁
要不退缩尧勇作为袁担当起应
负的责任袁做出一番经得起历
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遥
二要勇于攻坚克难遥 我们

干工作尧抓事业需要发扬遇水
搭桥尧 逢山开路的政治勇气袁
不畏艰险尧勇往直前遥 往大的
方面说袁面对新时代新常态下
增速换挡尧动力转换尧结构调
整的挑战袁要积极主动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尧国务
院的各项决策部署袁着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袁大力发展新产
业袁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袁保
持经济平稳增长遥 从具体工作
看袁在脱贫攻坚尧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尧 产业发展等各个方
面袁我们面临资金缺口尧用地

紧缩尧信访维稳等压力袁对这
些压力挑战袁必须依靠我们每
个党员干部带头一个一个去
克服袁 取得工作的主动权袁实
现发展的新突破遥

三要坚持用权为民遥 要把
野做官先做人袁 万事民为先冶作
为行为准则袁 真心诚意为人民
谋利益袁把老百姓的野烦心事冶
当成自己的野家务事冶遥 今年以
来袁 我们坚决克服财力紧张的
困难袁 创新举措切实把脱贫攻
坚和民生投入作为支出的重中
之重遥截至 11月底累计拨付精
准扶贫和各类民生支出 36.04
亿元袁占财政总支出的 81%袁增
长 10.4%袁 有力保障了脱贫攻
坚工作有效开展和各项民生工
程的顺利推进遥 相信只要我们
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尧 办好
事袁 我们的工作就能取得广大
群众的支持和认可遥

强担当 善攻坚 做一名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阴市政府副市长 许晓龙

习近平同志用野一个信仰尧两个字尧
三句话尧四个人尧五条标准冶20字概括了
一名好干部的标准袁 其一个核心词就是
野为民冶二字袁不忘为民初心尧踏实为民尧
担当为民尧让人民放心尧心中有民尧为人
民服务遥如何做到这一点钥少一点抱怨袁
多点实干袁少一点要求袁多讲一讲奉献遥

一是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袁永葆政治本
色遥 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袁服务是什么钥服务就是奉献遥共产党人
讲牺牲尧讲奉献袁那不是一个时代或某个
特定时期的要求尧使命袁共产党人讲牺牲尧
奉献一脉相承袁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袁
既是一种信仰尧一种境界袁也是时代对我
们提出的新要求遥党章明确规定了共产党
员在生活尧生产尧学习和工作中要起到先
锋模范作用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遥先公后私袁吃苦在前袁只有这种不怕吃
亏尧甘于奉献尧甘为人梯的精神袁才能在新
时期有新作为袁做出新成绩遥

二是牢记责任担当袁保持公仆情怀遥
在其位当谋其政袁谋其政必尽其责遥党员
领导干部不管身处何职尧何岗位袁当立足
实际工作袁以时不我待的干事激情袁勇往
之前的昂扬斗志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袁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担
负起共产党人的职责袁 为人民幸福谋福
祉袁切切实实的去面对尧去解决问题袁领
导新征程遥 讲奉献尧有作为袁要有责任担
当袁 没有责任意识袁 就不可能有奉献精
神袁要有所作为袁根本上还在于一个野干冶
字袁空谈误国袁实干兴邦袁作为党员领导
干部要带头干遥

三是心系群众袁 践行党员责任和奉
献精神遥共产党人讲奉献袁有作为是有一
颗为党为民矢志奋斗的心袁在艰苦的环境也甘之如饴遥
共产党人胸怀远大理想信念袁但如何立足实际袁做好眼
前现实工作袁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要心系群众袁对人民
群众用真情袁竭诚为民办好事袁想人民所想尧急人民所
急袁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袁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
惠袁践行共产党人誓言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遥

坚
守
为
民
初
心
，做
一
名
讲
奉
献
、有
作
为
的
好
干
部

阴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赖
林

通过学习炳军书记批示精神袁聆听红
色故事袁围绕野讲奉献尧有作为袁做发挥作
用合格的共产党员冶学习主题袁结合自身
实际袁谈两点体会院

一尧讲奉献就是要勤勉敬业遥 我认为
讲奉献可分为两个层次遥 第一个层次是勇
于奉献遥 安心本职工作尧勤勉敬业袁尽自己
的最大能力做好本职工作袁 不贪图安逸和
个人享受遥第二个层次是乐于奉献遥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
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强调 野我们共产
党人讲奉献袁 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
奋斗的心袁 有了这颗心袁 就会 耶痛并快乐
着爷袁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尧再怎么付出也
是甜的袁就不会患得患失遥这才是符合党和
人民要求的大奉献冶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新时代袁我们讲奉献应该是野心无旁骛袁努
力工作袁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名利冶遥

二尧有作为就是要建功立业遥 有作为
应该是工作事业有建树尧有成就遥 我认为
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真功夫院 第一袁调
研要细要实要深袁 要真正的去 野解剖麻
雀冶袁把野五脏六腑冶搞清楚袁而不是流于表
面袁流于形式遥 二学习要深入袁业务要精
通遥 赣州市委炳军书记去年 12月 4日在
全市县处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郑重指
出院 各级干部要按照高素质专业化的要
求袁努力成为所从事工作的行家里手袁具备适应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和敬业精神遥 三不
能有畏难尧怨烦情绪遥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袁有很多
难点热点问题袁有时自己总是把野以前都这样袁不要去
惹袁都已经延续了这么多年冶作为不去推动工作尧大力
破解难题的理由遥 有时对待工作袁看待问题虽然认为方
向没有错袁但具体推动起来却是虎头蛇尾遥

通过学习和反思袁我的认识是下面两点院第一袁是
否讲奉献是党性纯不纯的问题曰第二袁是否有作为关键
是作风实不实遥

兢
兢
业
业
干
实
事

发
挥
作
用
显
担
当

阴

市
政
府
副
市
长

罗
俊
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