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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是首要
性尧根本性任务袁在国家安全体系中
处核心位置遥 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袁
强化责任担当,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遥

一要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
识政治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遥 当前袁不
少党员干部对政治安全问题敏感性
不强袁 对存在的风险挑战认识不足遥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增强风险意
识袁紧绷野防风险冶这根弦袁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好国
家安全工作遥

二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 坚决
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挑战遥 当
前袁 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着不少风险
挑战遥 这些风险挑战错综复杂袁内
外交织袁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尧积极
应对遥 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
个自信冶袁落实野两个维护冶袁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遥
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袁
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尧舆论导
向和价值取向遥 要加强保密工作袁
筑牢保密防线袁确保党和国家秘密
安全遥 要抓好民族宗教等重点领域

统一战线工作袁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
基础遥

三要着力提高防控能力袁 为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遥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袁 要提高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遥 我们要坚
持守土有责尧 守土尽责袁 着力提升
发现尧 防范尧 化解重大政治安全风
险的能力袁牢牢掌握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的主动权袁 保持斗争精神袁全
力做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各项工
作, 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遥

思想认识上袁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袁 切实增强忧
患意识尧风险意识袁充分认
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袁 进一步增
强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袁
增强理论修养和思维能
力袁 强化斗争精神和斗争
本领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袁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袁 加强
党的建设袁 切实做好应对
任何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
和各项工作袁 把自己职责
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袁将
风险化解于无形遥 实际工
作中袁 要着力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遥 要积极北上
争资争项袁 组织好土地出
让收入袁 加快国有企业转
型袁强化税收征管袁深化政
府投资项目改革袁 强化预
算执行袁 盘活财政存量资
金袁筹集化债资金遥要加强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袁 严控
项目增量袁坚持量力而行尧
慎重开工遥同时袁要正确处
理发展与化债关系袁 努力
实现发展与化债双赢遥 要
着力防范化解金融市场风
险遥 重点防范化解非法集
资风险袁做到早发现尧早预
防袁 坚持把防范打击犯罪
同化解风险尧 维护稳定统
筹起来袁做好控赃控人尧资产返还尧教育疏导
等工作遥要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遥强
化库存调控尧市场监管袁稳定房地产市场遥 坚
决打击遏制炒房行为袁强化住房居住属性遥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购市场袁强化政策支持尧制度
引导袁推进租购同权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尧防范风险
挑战遥 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袁要把树
牢底线思维尧永葆斗争精神尧提高防
控能力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尧工作中遥

一是坚持学思践悟袁切实增强洞
察各类风险挑战的政治鉴别力遥作为
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袁要在深入学习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袁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基础上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尧历史
思维尧辩证思维尧创新思维尧法治思
维尧底线思维能力袁坚定政治定力袁强
化风险意识袁增强鉴别能力遥

二是强化责任担当袁科学研判和
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遥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袁加强
部门联动袁加强阵地管控袁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遥 强化舆论引
导袁加强宣传队伍建设袁加大应对负
面舆论能力培训袁完善突发热点敏感
舆情应急预警尧处置机制袁确保导向
正确尧管控有力遥 特别是要加强市内
注册网站尧网吧和微信公众号的管控
引导袁确保与市委同心同向遥 强化核
心价值融入袁发挥先进典型的价值引
领作用袁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袁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尧 理论尧
制度尧文化自信遥

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袁 坚决
扛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组织担
当遥 深入推进村渊社区冤党组织规范
化建设袁加强乡村振兴野领头雁冶队
伍建设袁实施入党积极分子野机考冶
制和农村党员野近亲繁殖冶研判和防
控制袁 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

作袁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战斗堡
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遥 加大干部教育
培养管理力度袁 让广大干部在一线
实践磨炼尧 专题教育培训和激励关
怀中保持斗争精神尧增强斗争本领尧
提升风险防范化解的强大战斗力遥
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袁 集聚爱国
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袁 引导广大
知识分子弘扬爱国奉献精神袁 建功
立业新时代遥 当前袁尤其要结合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和省委专项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袁 全面深入开展换届选举
野回头看冶袁建立村渊社区冤野两委冶干
部平时调整人选资格常态化联审机
制袁坚决防止野村霸冶尧涉黑涉恶等不
符合条件的人员进入村 渊社区冤野两
委冶班子袁维护基层政权安全稳定遥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袁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袁是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题中
之义和重要内容遥

一是切实强化生态环
保的政治自觉遥 今年全国
野两会冶上袁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再次强调袁 要保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
力袁不动摇尧不松劲尧不开
口子遥近年来中央尧省各级
环保督察问效袁 倒逼我们
必须提高认识袁守住底线遥
我们要像重视脱贫攻坚一
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袁像
打好脱贫攻坚战一样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袁 始终保
持政治定力尧久久为功遥

二是从更高站位推动
环保工作落实遥 真正践行
好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冶 理念袁 保护好青山绿
水袁 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效
益遥 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
将开展第二轮督察袁 我们
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袁严格履职袁
把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袁 经得起
历史检验遥

三是铁心硬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遥 紧
盯中央环保督察及野回头看冶尧省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以及自查发现尧 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
问题袁挂牌督战袁逐一整改遥 发挥好市生态环
境保护委十个专业委员会职责袁 扎实推进污
染防治八大标志性战役尧30 个专项行动袁统
筹打好蓝天尧碧水尧净土保卫战遥 完善城乡一
体化治理方式袁 加强区域间以及全流域间的
联防联控联治袁综合运用行政尧市场尧法治尧科
技等手段袁形成全社会野共抓大保护冶良好局
面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要坚持底线
思维袁增强忧患意识袁提高防控能力袁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袁做到守土有
责尧守土尽责遥

一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袁 做到
居安思危遥 坚持安全发展理念袁始
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
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遥 树牢安全责任
意识袁深入排查安全隐患袁加强防
范工作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遥健全安全管理机制遥健全监测尧
预测尧预报尧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袁
全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的处置能力袁 提高群众应急能力和
自救能力遥

二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袁 做到
打防并举遥 落实管控措施袁加大重点
利益群体和重点人员管控袁 严格落
实各项措施袁深入排查社会矛盾袁加
大积案化解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遥 保
持严打态势袁 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为目标袁 纵深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袁 保持对各类违
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遥 提高防控
能力袁建立完善立体化尧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袁 切实提高维护公共

安全能力水平遥
三是始终保持高效作风袁 做到

求真务实遥筑牢思想根基遥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袁把坚决做到野两个维
护冶 作为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的
根本保证和政治检验遥 坚守安全底
线袁带头倡导野务实重行冶工作理念袁
推动各项措施和责任落到实处遥 打
造过硬队伍袁以野五型冶政府建设为
抓手袁打造一支忠诚尧为民尧公正尧廉
洁袁 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红都公安队
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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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阴市委副书记 潘金城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阴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 潘少平

一要始终绷紧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这根弦遥 要提高政治站位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袁肩
负起促一方发展尧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袁 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风险隐
患袁坚持底线思维袁增强忧患意识袁始
终对各类风险隐患保持高度警惕袁扎
实做好社会稳定各项工作遥
二要始终坚持防患于未然遥要常

态化开展不稳定因素预防排查化
解袁推进稳定风险评估袁提高预测预

警预防能力遥 学习借鉴新时代野枫桥
经验冶袁 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袁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遥 强化特
殊人群服务管理袁 着力健全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遥 开展平安瑞金志愿者
行动袁加快完成野雪亮工程冶建设袁全
面提高城区见警率袁 严管细防公共
安全风险袁 构建立体化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遥

三要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
的严打高压态势遥 紧紧围绕野深挖

根治冶 的目标要求和工作思路袁加
大对问题线索和涉黑涉恶腐败问
题查处力度袁深挖野保护伞冶尧野关系
网冶袁着力野打财断血冶袁摧毁黑恶势
力的经济基础袁不断扩大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战果遥 同时袁 深入开展
野四打击一整治冶尧打击野黄赌毒冶和
野飓风行动冶治安整治等专项行动袁
彻底消除社会治安毒瘤袁全面净化
社会环境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
感遥

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
阴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 刘晓龙

着力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
阴市政府副市长尧公安局局长 钟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