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洪申

“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
存时，也还能用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
们服务。”任明德同志的人生经历与
保尔·柯察金很相似，他经受住了革命
烽火和艰苦环境的锤炼，以崇高的人
生理想、道德境界、奇迹般的生命活力
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谱写了不忘初
心、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壮丽诗篇。

——编者

2019年 6月 12日下午，“北疆楷
模”任明德老人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
年94岁。

任明德出生在旧社会，经历了苦
难的童年，是中国共产党救了他全
家。他对党的感情，发自肺腑，朴实真
挚。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后，他信念
坚定，不忘初心，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在血与火的战争年
代，他与战友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
表现出了甘愿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
献身精神。在被诊断患上骨癌、半身
瘫痪后，他仍然全身心投入到为人民

服务的工作中，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坚强品质和昂扬风貌。

回乡后退伍不褪色。有人做过统
计，30多年来，任明德义务清运垃圾
上万吨，行程5万多公里，相当于在长
征路上走了两个来回，光垃圾车就推
坏了6辆。他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共产
党人是“先进一阵子，还是先进一辈
子”的问题，诠释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牢
记宗旨、一心为民的质朴情怀。

虽然几经生死，立下赫赫战功，但
任明德从不居功自傲，也没有考虑过
个人的名利地位，一心只想为党和人
民多做点事情。组织让他担任副指导
员，他主动让贤；让他任后勤处长，他
二话不说。邻里有难，他慷慨解囊；家
人求助，他从没向组织张过一次口；面
对政府提供的房、车，他一口回绝，甘
居陋室。在家与国、公与私、大我与小
我的利益矛盾面前，任明德能吃亏、肯
吃亏、常吃亏，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精
神高地。

每个人的嘉言善行，就是人生价
值的无声宣示。任明德在焦裕禄精神
的感染下克服病魔，用无私奉献书写
了人生高度。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会在春风化雨中影响他人、润物无
声。任明德30多年义务清扫街道的
善举，带动四邻自发维护街巷环境。
他像一位燃灯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
烛照后人奋力前行。

2019年6月14日上午，通辽市殡

仪馆1号大厅庄严肃穆，任明德同志
的遗体安放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
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追悼会现场挽联
高悬，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
革命老兵、道德模范、北疆楷模任明德
同志。 ■下转第4版

用无私奉献书写人生高度用无私奉献书写人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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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
导组进驻内蒙古自治区督导，至6月
30日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立举报
电话和举报专用邮箱，受理内蒙古自
治区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举报电话：0471-4819221（汉
语）、0471-4819216（蒙古语）。举报
专用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A729
号信箱，邮编：010010。受理来电时
间为每天8：00至20：00。如有举报
线索，请来电来信或登录全国扫黑办

智能化举报平台进行举报，网址：
www.12337.gov.cn，二维码。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
2019年5月31日

中央扫黑除恶
第15督导组公告

为扎实开展好我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开门
搞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把“改”字贯
穿始终，把为民服务解难题落到实
处，从6月20日至11月30日，自治区
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

“开门纳谏”，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
议，重点是对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重基层负
担、侵害群众利益、搞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等问题的反映，以及对改善民生、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扫黑除恶、营商
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自治区党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受理的
问题按照规定认真研究办理，督促
有关方面整改落实。

专 线 电 话 ：0471- 5305540，
0471-530592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
（周一到周五）上午9：00-12：00，下
午14：30-17：30。“开门纳谏”电子

邮箱：kmnj2019@163.com。专门
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732号邮
政信箱，邮编：010010。《内蒙古日
报》“开门纳谏”留言专栏：《内蒙古
日报》时政新闻部“开门纳谏”留言
专栏组，邮编：010040。微信公众
号留言板：内蒙古主题教育开门纳
谏。

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19年6月20日

内蒙古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公告

本报乌兰察布6月24日电 （记
者 海军）探寻草原丝路，重走万里
茶道。6 月 23 日，由乌兰察布市政
府、蒙古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俄罗斯
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体育部、内蒙古
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的第十
三届中蒙俄（国际）越野拉力赛在集
宁区开幕。

中国文化与旅游部部长雒树刚，
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旅游部国务秘书策
格米德·庆格勒，俄罗斯联邦旅游署副
署长阿列克谢·科纽什科夫，自治区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参加开幕
式并共同启动发车仪式。

第十三届中蒙俄（国际）越野拉力
赛是第四届中蒙俄三国旅游部长会议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幕式上举行了文
艺表演、机车巡游、启动发车仪式等活
动。据介绍，该越野拉力赛将进行为
期两天的摩托车、越野车场地赛及卡
丁车耐力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内
蒙古等省区市和蒙古国、俄罗斯等国
家的200余名赛车手将参加国内赛段
的角逐。中蒙俄（国际）越野拉力赛由
内蒙古乌兰察布发车，通过二连浩特
口岸进入蒙古国，穿越蒙古国戈壁、草
原、沙漠等，历时8天，最终在俄罗斯贝
加尔湖收车。

第十三届中蒙俄（国际）
越野拉力赛开幕
雒树刚出席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6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
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和《中国
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治
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在加强党和
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深化机构改革、优
化党的执政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的
制定和实施，对于完善党和国家机构法规制
度，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提升机构编制工
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机构编制工

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机构编制工作服务
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以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
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完善机
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提高效率效能，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和组织保障。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
重视机构编制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各
级党委组织部、编办要协助党委抓好统
筹协调、督促指导，加强配套法规制度

建设，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工
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会议指出，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
工作条例》，是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
作优良传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
全面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确保新时代农村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
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领
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

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加强农村党
的建设，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
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
治理、团结动员服务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让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更好服
务群众，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刘晓冬）6
月24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在
呼和浩特召开第二次工作通报对接会，督导
组组长支树平主持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通
报下沉督导工作情况，研究解决下沉督导过
程中了解到的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
改建议。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纪恒作表态发言。

督导组副组长徐海斌及全体成员，自
治区领导林少春、马学军、刘奇凡、杨伟东、
张韶春及自治区法检两长出席会议。

按照工作安排，6月10日下午至6月
21日，第15督导组分成6个小组，分两轮对
12个盟市及土右旗、开鲁县、乌兰浩特市、
赛罕区等53个旗县（市、区）开展了下沉督
导。督导组共走访60个乡镇、71个村、122
个基层单位，与市县乡村相关负责同志、举
报人、办案人、知情人及群众共419人个别
谈话，召开133次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
1217份，暗访核查线索198条，了解涉黑涉
恶案件582起，查阅资料台账15300余
份。6月1日以来，督导组共受理群众举报
16842件。

支树平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对中央督
导组开展下沉督导工作高度重视，自治区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定期了解督导组下沉
督导工作情况，有关领导同志直接参与下沉

督导，自治区扫黑办抽调骨干予以配合，有
力促进了督导工作顺利展开。总的看，内蒙
古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
要求，主要领导同志和部门负责同志能够承
担起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的责
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特别是中央
督导组进驻督导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盯
督导组通报的问题，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坚持边督边改，逐步提质增效，不断推动专
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支树平在通报中央督导组下沉督导发
现的主要问题后强调，内蒙古自治区要重视
解决政治责任压得不实的问题，紧抓各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这个“关键少
数”，紧密联系当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际，
深刻理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中提出的总体要
求，完善压力传导机制，真正把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这一重大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要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做实具体工作。要着力培养务实担当精
神，真正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慢作为问
题。要重视解决核查打击力度不够大的问
题，加大线索排查、核查力度，尽快实现案件
线索清零。加大重大案件查处工作，对重点
线索抓紧侦破。加大“打财断血”力度，彻底

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要重视解决办
案质量不够高的问题，提高依法办案能力，
加强法律业务培训指导，强化依法规范办案
意识。提高公检法各环节的办案质量，确保
扫黑除恶斗争实效。提高整体办案质效，落
实办案责任制，统筹把握各环节工作进度和
绩效。要重视解决“破网打伞”不够深的
问题，深入挖掘涉腐涉伞线索，强化线索
摸排、落实线索移送。深入查处涉腐涉伞
案件，加强深挖扩线、串并案分析。深入
追责问责，以问责追责倒逼责任落实。要
解决综合治理不够广的问题，广泛开展以
案释法宣传教育活动，查摆问题、解剖原
因、追责问责、汲取教训、反思整改。大力
开展专项治乱行动，建立治乱长效工作机
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重点解决
政法队伍和组织领导不够强的问题，加强
政法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新
时期好干部标准，选好配强各级政法机关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加强政法委和扫黑办
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确保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在法制轨道上稳、准、狠地推进。要关
心关爱政法队伍，支持政法机关依法行使职
权、履行职责，帮助解决政法工作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

李纪恒表示，中央督导组指出的问题
切中要害，提出的要求深刻全面，为我们更

好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对中央督导
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
一定坚决整改、立行立改，改到位、改彻底。
要在政治站位上再提升，结合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对标对表查找不足，持续强
化斗争精神，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
治乱，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
在问题整改上再加力，结合整改第一次
通报对接会反馈问题，抓紧制定完善整改方
案和具体实施方案，有力有效推进整改工
作，以整改成效提升斗争质效。对中央督导
组移交的重点案件和重要线索，一条一条深
挖细查，一件一件盯住不放，依法打击、精准
打击、打深打透。要在斗争措施上再强化，
采取多种手段加大案件和线索核查处置力
度，对涉及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的重
点案件，坚决落实“一案三查”要求，综合运
用提级调查、异地交叉办案等方式深挖细
查、一查到底。要在责任链条上再压实，不
断传导责任压力，加大约谈问责力度，持续
保持“深挖彻查”“破网打伞”“打财断血”高
压态势。全区各级党委政法委及扫黑办要
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更加稳、
准、狠地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召开第二次工作通报对接会
支树平主持并通报下沉督导工作情况 李纪恒作表态发言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抓
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探索方法、创新形式，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
措施贯通起来，有机融合、统筹推进。

通知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教育的主线，体现到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各方
面。学习教育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贯穿全过程，
深学细悟、细照笃行，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推
动主题教育目标任务的实现。调查研究要紧紧围
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在调研中深化
理解和感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寻找解决
问题的办法措施。检视问题要自觉对照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差距、查短板，在不
断深化学习教育和调查研究中，把问题找准查实、
把根源剖深析透。整改落实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开始就
改起来，把“改”字贯穿始终，真改实改、攻坚克
难。通过主题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新进步、达到新高度。

通知要求，要扎实抓好学习教育。聚焦主题
开展学习，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来组织学习，党员领导
干部要以自学为主，静下心、坐下来，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通读相关学习材料，在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 ■下转第2版

中
央
﹃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
主
题
教
育
领
导
小
组
印
发
《
通
知
》

抓
好
第
一
批
主
题
教
育
学
习
教
育
、调
查

研
究
、检
视
问
题
、整
改
落
实
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