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子逆一歩激励声大千部新吋代

新担当新作力的実施意見

力深入学コ貫物ヨ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可近平恙ギ泥在貴州省代表困重要琲活精

神,教育引早仝省片大千部牢遇嘱托、感恩杏逃,在決哉脱

介攻堅、決艦同歩小康、象写新1吐食貴州友展新篤章、升を1

百姓富生恣美的多彩貴州新未来中男子担当、善作有力,根

据中共中央亦公斤印友的 《1夫 :子 Itt一 歩激励片大千部新叶

代新担当新作力的意見》精神ぅ現結合共休,提 出タロ下共

施意見。

一、新時代貴州干部必須牢妃嘱托、感恩杏遊

1.勿共増強 “両企墜決筆ケ"的政治 自党。ヨ近平恙

ギ泥咸力党中央的核′む、仝党的核′む,足在頷早和推逃件大

斗争、件大工程、件人事立、件大少想的実践中形成的;足

党′む、軍′む、民Jむ 所向,是所史的逃捧、人民的逃捧、仝党

的逃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立え所以取得所史性

成就、友生所史性交革,貴 州友展え所以成力 “党和国家

事立大踏歩前邊的一企錆影",最根本的足有以マ近平同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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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核′む的党中央堅張飯早。Iit入 新時代、踏上新征程,在新

的所史条件下墾数李取中国特色社会主又件大艦オ1,実 現

“両企一百年"杏斗 目林、実現中準民族件大隻米中国少 ,

外須堅決象伊可ItF_平 ′こギ泥的核′む地位,堅決象伊党中央枚

威和集中坑一飯早。仝省党貝千部必須把 “両企堅決象伊"

,作力最戸粛的政治妃律和最根本的政治規矩,村 牢 “四企

意沢",堅定 “四企自信",倣至|“ 四仝服双",始終在政治

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只|、 政治道路上同以ヨ近平同恙カ

核′む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 共把忠減和看芥亥l lit′む次

里、写在関位上、融入事立中,杏 力在新時代晨現新担当、

実現新作力。

2.学 llf昇近依実巧近千新時代中国特色私会主丈思想。

可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足具有原唸1性 、時代

性的21世究中国的尋克思主又。党的十九大杵ヨ近平新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碗立力党的指早思想井写入党章 ,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洪硫立了ヨ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又思想在国家政治わ社会生活中的指早地位井載入完法 ,

使速一思想成力仝党仝軍全国各族人民堅不可擢的精神支柱

和取え不渇的力量源泉,咸 力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新時代

的銅飯、旗軟和員魂。仝省片大党貝千部必須堅持用ヨ近平

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武装共脳,深刻飯悟塩合其中

的初′む使命、政治品格、介値追求、精/il境 界、実践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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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力 実現共声主又近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叉共同理想不悔杏斗。必須堅持者マ近平新 llf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叉思想作力行功指南,自 党月以定向頷航、指

早実践、推功工作,双 中我准推逃工作的正碗方向、改革念1

新的思路挙措、解決同題的路径方法,全面提升落実党中央

和省委決策部署的能力水平,不 断筑牢勇子担当、善作有カ

的思想和能力え基。

3.深入貪物ヨ近千恙キ泥対テ州1工作的菫妥指示精神。

オ近平恙ギ泥,こ 系貴州友晨、情系貴州人民,未 賄貴州祝察

指早,参カロ党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1困‐■沿井友表重要排活 ,

2018年 5月 至 7月 先后向2018年 中国国昧大数据声立博光

会、生恣文明貴陶国昧港塚 2018年年会友来賀信,対半市

拭詮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す力我省守好友晨和生恣丙条庶

銭,推逃大扶介、大数据、大生恣 “三大哉略行動",仝面

推逃姿沸社会友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充分体現了

ヨ近平恙ギ泥和党中央対貴州工作的特男1美 ′い、対貴州友晨

的高度重祝、対貴州人民的特殊厚愛。全省片大党貝千部要

牢泥嘱れ、感思マ近平恙ギ泥、感思党中央,逃 一歩凝果

“牢泥嘱托、感思杏IIL"的 堡定意志,逃 一歩培育和 弘栃

“囲結杏逃、併博を1新 、普千美千、后友走起"的 新 lll代 貴

州精神,逃一歩涯楽決哉脱介攻堡、決性同歩小康、同歩升

席社会主叉現代化建浚新征程的榜碑力量 ,以 実千実須控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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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党的免対恙減、対コ近平恙ギ泥的感恩欄戴。

二、大力教育引尋干部担当作力、干事tll並

4.教育 :1子 千部増強政治担当。深入学コ貫初コ近平

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叉思想,推 Iit“ 両学一倣"学 可教

育常恣化lll皮 化,外 象机好 “牢泥嘱托、感恩杏逃"教育 ,

教育弓1早片大千部不恙初′む、牢泥使命 ,自 党倣ヨ近平新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的墜定信4rF者 、私板共践者、恙減

拝工者,切 美増強対党忠減、力党分愧、力党尽取、力民造

福的政治担当。

5.教育る1♀千部増強万史れ当。深亥1頷 会新時代、新

思想、新矛盾、新目林提出的新要求,清醒汰沢貴州当前友

晨面皓的机lil和 挑哉,牢牢机住援脱貪困、走向富裕的准得

所史机過 ,勇 敢承担起打好防疱化解重大八隆、精准脱貪、

汚染防治 “三大攻堅哉",守 好友展和生恣両条庶銭,実施

大扶貪、大数据、大生恣 “三大哉略行功"的所史重任,以

叶不我待、ス争朝夕、勇立潮共的所史担当,逃一歩改革砲1

新、攻堅克准、鋭意逃取、担当作力,努力唸1造 出笙得起共

践、人民和所史栓壮的立墳。

6.教育引♀千部増強責任担当。充分汰沢貴州当前的

友展形勢,堅決れ起打嵐脱介攻堅哉的重大政治責任,堅定

γ介困不除、llk対 所史,群ハ不富、寝食准安,小 康不迭、

誓不要休"的 信ソむわ決 Jむ ,致 千沖作在前,以 守土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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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負責、守土尽責的責任担 当,在 其位、渫共攻、千其

事、求其妓,堅決李取決哉脱介攻堅、決艦同歩小康的全面

姓不1。 各坂飯早千部要切共友拝示疱表率作用,帯 共履取尽

責,帯 共担当作力,帯 共承担責任,一象帯着一奴千,一奴

倣給一奴看,以 担当帯功担当,以 作力促逃作力。

三、鮮明村立重実干重実鏡的用人尋向

7.夫力逃抜ま担 当善作力的千部。堅持好千部林准 ,

突出信念辻硬、政治辻硬、責任辻硬、能力辻硬、作八辻

硬 ,大力逃抜敢千負責、勇千担当、善千作力、共鏡突出的

千部。精准沢男1担 当作力的千部 ::堅 持八対党恙減的高度看

待千部足否担当作力,注 重よ精神状恣、作八状況考察政治

未反,既看並鏡、又看潜1鏡191:既 看 日常工作中的担当,又看

防疱化解重大八隆、脱介攻堅、汚染防治等人事要事准事中

的表現。堅持有カオ有位,突 出実践共千共数,注 重逃抜貫

御落共中央
～

省委重大決策部署恣度堅決、執行有力的千

部,注 重逃抜在脱介攻堅中表現仇秀、共墳突出的千部。打

破浴姿羽卜輩、平衡照灰,格敢担当善作力的千部及叶放rll重

要蘭位、美鍵蘭位,特別仇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破格提

抜。堅持仝面万史丼江地看待千部 ,/Ak平公正対待千部,対

企性鮮明、堅持原只1、 敢机攻管、不llH得罪人的千部,対那

些rit要1挫 折禅得住、美鍵叶亥1頂得住,れ得了重活、打得航

硬伎的千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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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墜決調整不担当不作力的千部。堅持仇者上、庸者

下、劣者汰,不換思想就換人、不負責就同責、不担当就抑

位、不作力就調整。対巡祝巡察、督査等工作中友現的貫物

執行党的路銭方針政策不堅決不堅定 ,落共党中央和省委決

策部署不仝面不rll位 等同題,姐 鉄部 11要及叶眼逃 ,対不担

当不作力的千部,根据具体情市,核免取的免取、核調整的

調整、核降取的降取。推功不担当不作力突出同題整治常恣

化,及 叶友現不担当不作力同題銭索,姐 鉄部 11要 升晨妹合

研ナ1和調査核共,釆取釣淡、責今整政、通扱批汗、滅勉、

俎鉄調整或姐鉄炎理等方式,堅決炎理,果断調整,形成凋

整一企、教育一片、警示‐批的震慢妓泣。

四、充分友揮考核坪枡的激励鞭策作用

9.徒全考核工作制度体系。遣泣新 Hf代 新任券新要求 ,

健仝千部考核工作制度,着力解決千々不千、千多千少、千

好千杯一企祥的同題。茨逃年度考核 ,完善頷早班子和頷早

千部年度考核亦法,注重充分近用巡祝巡察、常汁、督査等

結果妹合分析研判,客規坪介千部実鏡和表現。カロ張
・
平叶考

核 ,堅持盗常性、近距高、有原只1地接触千部,仝方位多渠

道了解千部 ,注重近用大数据技木,建立千部考核管理信息

化平合,仝面掌握千部的履取尽責和担当作力情況。完善攻

鏡考核 ,引 早千部牢固村立正碗攻鏡規,防止不切共体定 目

林 ,切 共解決表恣多瀾 11高 、行功少落共差等炎出同題,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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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形式主又、官僚主又。推行 “四位一体"八芦管理千部

机制,科 学碗定工作曰林、精准落共蘭位責任、カロ張正向激

励、声格負向釣末,建 立管理仝面、林准戸格、不市衡接、

措施配套、責任分明的双肝管理千部机 lll。

10.合理没五考核内容。突出考核重点,把 党中央和省

委重大決策部署貫御執行情況作力考核重点,注 重結方式、

凋結胸、意民生、促和諧等方面的考核,強 化資源消耗、不

境損害、生恣妓益等釣東性指林的考核,衆 焦脱貪攻堅中

“四場硬使" “五企寺項治理" “四企果焦" “一場声立革

命"等 工作成数考核。炎出精1准 化、差昇化要求,針対地

方、机美、事立単位、高等院校(F国 有企立的取能取責,結

合正取、副取等蘭位特点,科学合理地分炎没畳考核指林 ,

増強考核的科学性、針対性、可操作性。

11。 強化考核錯呆近用。杵考核結果作力千部逃抜任

用、坪先失仇、同責迫責的重要依据,対政治堅定、杏友有

力的千部逃行褒失わ鼓励 ,■慢作力、不作力、乱作力的千

部受Fll警 醒和冬戒。注意八扶介考核、朱合考核、績妓考

核、年度考核伐秀的単位和企人中友現先逃典型,給 予表彰

失励。カロ張考核結果反債 ,釆取在一定疱国内集中反債、淡

活提醒、整茨督査等方式,及 叶向被考核単位反債考核結

果,31早千部友物咸墳、茨逃不足 ,更好忠千取守、担当奉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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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切実力敢干担当的干部揮腰鼓効

12.明 碗容猪情形。接照 “二企区分牙来"的 要求,各

奴党委 (党 姐)及 先栓監察机美、姐鉄等相美取能部 11,

要妥善把握事立力上、来事求足、依妃依法、容多1井挙等原

只1,結合功机恣度、客規条件、程序方法、性反程度、后果

影噛以及挽回抜失等情況,妹合分析千部失浜錯浜,核容的

大胆容錯,不 核容的堅決不容。対千部在工作中的失浜借

浜,属 千大胆探索、先行先拭,不 足有今不行、有禁不止

的;出 千担当尽責,没 有力企人、化人或単位渫取私利的 ;

由千不可抗力或准以預兄因素,.不 足主規故意的;笙辻科学

決策、民主決策和法定程序,不足企人寺断、一意孤行的 ;

炎畳突友事件皓叶決断,事后履行被告程序的;釈板主功挽

口損失、消除不良影噛或有妓阻上危害結果友生的,要 大胆

容錯。特男1足在改革奄1新 、脱介攻堅、重大工程項目推逃中

符合容錯情形的,要 堅決的容錯,力 勇挑重担、升拓逃取、

攻同攻千的千部禅腰鼓勁。准碗把握政策、究法界限,対逹

究逹法行力必須芦粛査炎 ,堅決防止混渚同趣性反,拿容借

当 “保ナ李",摘究律 “松郷",碗 保容借在究律左銭、法

律庶銭内逃行。

13。 規疱容猪程序。堅持 “進国責、進負責"的 原只1,

究栓上察机美、姐鉄以及其化具有同責枚限的部 11,席 功同

責程序叶,一井升展容錯免責調査核実。調査核共結東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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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責机美対千部的失浜借浜邊行妹合分析,区 分不同情形

作出同責炎理、減禁炎理或者免予同責等決定。対給子容借

的千部,考核考察要客現坪介,逃抜任用要公正合理。

14.及叶多1猪茂工。堅持右借羹多1、 有ilt必 茨,対古共

性、仮向性同趣早友現早多1正 。対千部的失浜借候,同 責机

美要提出多1錯 要求,限期整茨,千部所在単位要及叶釆取ネト

救措施,都 助千部汲取教り|、 茨邊提高,速化イ]放 下包樅、

経装上眸。

15.メ 粛査赴江告陥害行力。カロ張挙扱銭索鰊合研ナ1,

大真区分正常栓挙掲友和辺告陥字 :対 明呈属子主規臆断、

乱わ帽子、千就祝銭、銭索不具体的信労挙扱,姪研究決定

炎理或党先政究充分,立嫌逹法的由司法机美依法炎理

lll力 受rll不 実反映的千部澄清正名、消除灰慮 ,引 早千

当促逃派、実千家,そ ′む致恙力党和人民千事を1上 、建

立。

六、着力増張干部遣皮新吋代友展要求的本頷能力

16.強化能力培〕|。 接照建没高素反を立化千部仄伍要

求,提高を立思象和を立未木,涵赤千部担当作力的庶気和

勇気。カロ張を立如恢、寺立能力培ツ|,深入実施千部未反能

力提升工程,机 実 “七項を題培切|十 え|",用 5年 叶同把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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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立

后可不予調査。対盗査核属子悪意中夕、江告陥喜、散布浮

言和不央消息的,要片粛査炎,渉嫌itt規 逹え的要給予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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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各坂千部乾ツ|一 遠,仝面提高学マ本飯、政治頷早本飯、
茨革を1新本領、科学友展本飯、依法執攻本飯、群淡ェ作本
頷ヽ狂机落実本頷、弯収八隆本飯。常恣化K妓化亦好新叶
代学可大琲堂,衆 焦千部知沢

"項

ヽ能力短板、盗詮盲区,

接需施教,立足解決実昧同題,促使千部在学中千、千中
学、学了千。突出精准化和実敷性,日統貫御落実新友展理
念、推功高反量友展和建没現代化姿済体系、推逃供外側結
掏性政革、実施多村振共哉略、打好 “三大攻堅哉"、 守好
友展和生恣両条底銭、実施 “三大戦略行功"等 一系pll重

大哉略部署牙展学マ培ッ|,仝面提高近皮新時代、実現新目
林、落実新部署的能力。注重培赤寺立作ス、寺並精神,71
早片大千部熟愛ェ作、履取尽責、仕研立券、精益求精,千
一行愛一行、備―行精二行、管一行像―行。

17.強 化実践薇燎。仇化千部成長路径,注 重在基爆一
銭和困准双昔地区培未殻燎,■千部在実践中砥砺品反、増
強オ千。カロ張蘭位万珠,根据千部成長盗万,有針対性地逃
派千部Fll脱 介攻堅、量大項目建没、信坊象稔等吃勁蘭位、
重要蘭位盗受殻煉,増 張千部背駅隻染局面、解決困准同趣
的能力。注重基晨磨鰊,釈 板推功仇秀年軽千部到介困異、‐
多、村任取或桂取,有汁夫1地逃派快乏基晨墜所的机美千部
rll基晨一銭殻煉,速化イ1在 基屋 “最首"“壮骨",任煉辻
硬本頷。加大桂取力度,逃派千部rll上坂机美、左済友迷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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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対口都扶城市桂取殻燎,■千部牙同思路祝野、増長能

力本飯。推功千部交流,物 通党攻机美、事立単位、高校、

科研院所、固有企並え同千部交流渠道,推 Iit千 部跨区域、

跨行立、跨飯域、跨部 11交 流,■ 千部在不同蘭位ネト芥短

板、鍛燎成長。

七、満杯熱情美心美愛干部

18.え善ゎ落実淡む淡鶯制度。升晨径常性淡′む淡活 ,

党委 (党 姐)主 要負責同志和班子成長、班子咸貝和分管

部日負責人、部 11負 責人々千部取工,毎年至少升晨 1次淡

′む淡活 ,倣至1分坂分晨仝覆蓋61提高淡′む淡透的針対性和共

数性,注重曰銃脱貪攻堅、深化党和国家机柏茨革等重大任

券倣好思想政治工作,掌握千部思想功恣,及 叶力千部朴疑

解惑、カロ油鼓勁。衆焦解決1同 題,対在巡祝巡察、考察考

核、凋研督査中友現的同題以及信労挙扱反映的同題,淡活

中要及叶提醒、交耳社袖,防止千部的小毛病演交成大同

題。

19.落実千部待追激励保障措施。仝面落実国家工姿津

貼ネト貼政策,貫 物執行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工姿林准調整攻

策、地区附カロ津貼制度、公券員取券々取坂井行 tll tt。 堅持

物反業励々精神鼓励相結合,落共公券貝爽金制度 ,落実党

和国家功励束誉表彰lll度 ,倣好平叶激励、寺項表彰失励エ

作。保障千部正常福禾1,完 善易地交流千部和性取千部交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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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落共千部帯薪休仮制度,碗 因工作需要不能凋休

ネト体的,接規定友放相反ネト貼或扱酬。

20.注菫美杯千部身む健康。完善和落実体栓tll度 ,定

期姐奴千部逃行健康体栓,提高長期在迪近双普地区、魚准

隆重蘭位和脱貪攻堅一銭工作的千部体栓林准,釈板唸l lit良

好保健条件。把千部身′む健康教育幼入千部教育ギツ1汁 え1,

私板升ルむ理健康教育,キ 富千部文体生活,促逃千部力む

健康。美′む千部′む理健康 ,探 索升展千部′む理健康、′む理未

廣情況考察考核,定期栓査淑1坪 千部′む理健康 ,対身恙戸重

疾病、道Iit重 大挫折、遭受家庭重大交故、変所重大自然文

字或事故及長期承担急准隆重任券的千部,注 意了解掌握Jむ

理情況,及 叶逃行′む理疏早和治庁。

21.ん 分理解支持基晨千部。主功力基晨千部劇卜枕解

准 ,カロ張対凋研、督査等活功的坑等,切 共 “松勢城負"。

提高介困地区基晨保障水平,落共村千部扱酬わ村坂姐鉄亦

公径費"以 及第一ギ泥和駐村千部生活ネト貼、人身意外保

隆、往返交通費等政策待過,釈板改善基晨特力1足脱介攻堅

一銭千部工作生活没施。汗先失伐向基晨千部傾斜,提高介

困地区多鎮公券貝、事立単位人員、汲駐介困村第一ギ泥和

駐村千部年度考核仇秀等次比例,毎年汗逃表彰一批脱貪攻

堅先逃集体和仇秀企人,重 点向深度貪困地区傾斜。対基晨

千部特男1足 工作在困准双普地区和脱貪攻堅一銭千部分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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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理解和支持,■化11安 ′む、安身、安立,更好履取本献。

人、凝栗形成tll新創立的張大合力

22.強 化賣任落実。各坂党姐鉄要 自党落共主体責任 ,

カロ張坑箸協調 ,tll定工作措施 ,精′む姐鉄実施,碗 保激励千

部担当作力各項政策措施落地几数。党委 (党 姐)ギ 泥要

切実履行第一責任人責任 ,姐鉄部 11要 履行好牽共協調、督

促指早取能,カロ張寺妃栓監察机美及宣侍、状貪、不保等部

11衡接配合,在 激励千部担当作力上友拝引頷推功作用。

23.カロ張科学究寿わ探索稔1新 。曰統激励千部担当作カ

制定和執行政策,堅持具体同趣1具体分析,分炎指早、精准

施策,充分友拝政策的激励 31早市保障支持作用。用好政策

没汁、・壬作部者ヽ千‐都培‐ツ|ヽ
:檻・督壮 査、基責同責ず・I=歩 こ―……‐

工作法",大共調査研究く真机共千、勤企市釣え八,尊重

基晨首を1精神,鼓励基晨結合共豚探索奄1新 ,充分凋功声大

千部千事を1並 的私板性。

24.か 張党内政治え化建没。以マ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叉思想力指早,大力侶早忠減老共、公道正派、共事

求足、清正廉浩等介値規 ,培育党貝千部的政治気市、政治

八骨,墾承笙色基因,弘物社会主又先辻文化,芦 粛党内攻

治生活,菅 造八清気正的政治生恣,引 早千部 自党践行

“三戸三共",コ 慣在受監督和釣束的不境 中工作生活,不

断増強政治定力、妃律定力、Iit徳 定力、抵腐定力,自 党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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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又核′む介値現的堅定信4rF者 、釈板侍播者、模疱践行

者。

25。 人力菅造担当作力的水厚気曰。各坂党姐鉄要深刻

把握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切 実増強政治頷早力、思想引頷

力、群企須鉄力、社会号召力,大力弘物中学民族件大唸1造

精神、件大杏斗精神、件大困結精神、件大少想精神,大カ

培育和弘物 “困結杏逃、併博奄1新 、普千実千、后友走起"

的新叶代貴州精神,■片大千部聰明オ智充分涌流,■各炎

人オを1造活力売相避友,形成税意茨革、攻堅克准的社会八

尚。カロ張典遊引早,堅持激法物清ち注重保伊千部声誉,象

伊千寺繁伍形象。依托主流媒体及各美新媒体平ゲ"大力宣

借茨華利新、千事奄1立特ガ1足在基晨わ脱貪攻堅一銭的先逃

典型,激励声大千部兄野思芥、杏友有力,格 起袖子カロ油

千,杏力決哉脱介攻堅、決姓同歩小康,象写新時代貴州友

展新篤章,牙奄1百姓富生恣美的多彩貴州新未来。

中 共 貴 州 省 委 亦 /Ak斤 2018年 9月 18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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