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看
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
人民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他在调
研时指出：

推动改革发展事业，关键在党，
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优良的工
作作风。实践证明，抓作风建设最
重要的是讲认真。各级党组织要弘
扬认真精神，坚持高起点开局、高标
准开展、高质量推进第二批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尤其要在坚持抓
严、认真抓实、切实抓长上下功夫，
真正做到让党员、干部思想上受教
育、作风上有转变，让广大群众感到
变化、感到满意。全党同志特别是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
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
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
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吃不穷、穿
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党和政府带
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
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
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
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
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
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
证。

●2019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
赴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第二次到内蒙古
考察，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启动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
方考察。他在考察中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主题教育
中要注意抓“四个到位”：一是抓思想
认识到位，把学习贯穿始终，不断深
化对主题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深化

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深化对党
面临的风险考验的认识。学习不能
搞形式主义，不能急于求成，每次都
要有新进步、新体会，日积月累。要
结合实际加强学习，加深对生态文明
建设重要性的领悟，加深对党中央对
内蒙古战略定位的领悟，加深对自身
职责的领悟。二是抓检视问题到位，
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到找准，把
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
施。三是抓整改落实到位，对症下
药，该完善的体制机制要完善起来，
该堵塞的漏洞要堵塞好，该批评的要
认真批评，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要
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
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不能拖延，不能
虚与应付。四是抓组织领导到位，主
要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习、带头调查研
究、带头检视问题、带头整改落实，发
挥表率作用。要同党中央安排部署
对表对标，同时要结合实际，丰富方
式方法。党内法规不少，主要问题在
于执行不力，有的是缺乏执行能力，
有的是缺乏执行底气。要强化法规
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

●2020 年 5月 22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
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
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
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
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
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

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
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一以贯之全面从严
治党，坚定不移反对和惩治腐败，坚
持不懈整治“四风”，进行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同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坚定不移
反对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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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干部好作风锤炼干部好作风 奋力担当新作为奋力担当新作为
□本报记者 白丹

“己不正，焉能正人。”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

共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
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5年时间里两次到内蒙古考察调研，在十三届全国人代会期间，三次参加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他多次提到了干部作风问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方此“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之时，打赢脱贫攻坚战重任在
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近在咫尺，我们更应该笃定“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决心，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锤
炼作风，激扬广大党员干部奋力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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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涛代表：
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抓紧抓严
□本报记者 章奎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全国人大代表、包头市委副
书记、市长赵江涛深深感受到了总书记浓
浓的为民情怀。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党的初心宗旨，体现
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根本要求，是
我们必须遵循和落实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
工作中必须坚决践行。”赵江涛代表说，“既
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持之以恒
抓紧抓严，也要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落地。”

他认为，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全面落实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把为民造福
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把更多的
财力用在改善民生上；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为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贡献力量。

“要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扛在肩上，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努力实现
制度管人管事，从源头上消除不作为、乱作为空间，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提升政府执行力落实力公信力。”赵江涛代表
说。 （图片由本报记者袁永红摄）

胡达古拉委员：
践行群众路线 凝聚巾帼力量
□本报记者 郭俊楼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
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
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中去。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妇联主席胡达古
拉倍感温暖与振奋。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鲜明地体现了党
的性质、宗旨，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坚持和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和前进方向，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胡达古拉说，妇联组
织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一定要履行好职责使命，体现责任担当。

党员干部作风直接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胡达古拉说，作为自治区
妇联党组书记，她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同时，全面加强妇联干部作风建设，坚持不懈贯彻人
民至上、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理念，切实增强妇联组织的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

胡达古拉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自治区妇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有效
载体和主题活动，组织各级妇联干部、引导广大妇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工作；切实履行好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特别要帮助解决特殊困难妇女群
众的实际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她们的切身利益；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
泛动员妇女投身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投身决战三大攻坚战，为
推动我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
献“半边天”的力量。

张磊代表:
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
□本报记者 戴宏

党的作风建设是永不褪色的政治情
怀。“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2019年在内蒙
古考察，还是今年5月22日在内蒙古代表
团参加审议，都强调了干部作风问题。这
为全区各级财政干部以永远在路上的态
度强化作风建设指明了行动方向。”对于
干部作风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财
政厅厅长张磊谈了自己的看法。

干部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
死存亡。党中央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懈推动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落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
净化政治生态、巩固党心民心。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发力，抓好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贯彻落实，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张磊代表认为，干部作风建设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
的行动，落实效果必须体现在实际工作中。“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这是为我区量身定做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必须以过硬过实的作风坚决践行，把实际成效体现到具体行动上。”

他说，全区各级财政部门一方面要把过硬过实的作风体现到为民理
财上，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更加自觉地从为民理财出发制定政策、
推动工作，继续严控一般性支出，全面盘活存量资金资产，努力对冲疫情
带来的减收影响，千方百计落实“六保”任务，以政府的“紧日子”换取百
姓的“好日子”；另一方面，要把过硬过实的作风体现到科学理财上，把有
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关键处。聚焦优化投资结构，多方撬动社会投资。聚
焦优化工业园区发展，探索分级分档税收增量返还等激励政策。聚焦优
化创新驱动机制，促进形成企业“出题”、科研机构“答题”的科技创新格
局，助力高质量发展。 （图片由本报记者袁永红摄）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籍海洋

怎样用好手中的权力？什么才
是最重要的政绩？如何才能不负党
和人民的重托与期待？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为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那
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因民而生，为民而兴。我们党来
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
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最
高标准。当前，疫情影响仍然存在，
脱贫攻坚重任在肩，全面小康近在咫
尺……党员干部尤需树立正确的权
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时刻瞄准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着
力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的需
求，以一颗为党负责、为民造福的本
心、初心、真心回应民心期盼。

工作做没做、做得好不好，群众
最清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仅
是说说而已，更多的是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知行合一。要对权力心存敬
畏，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
事、为民谋利；要坚持实事求是，把为
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要既做

“显功”，也做“潜功”，把事业深深扎
根于人民的沃土。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
想成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不慕虚荣，不务
虚功，不图虚名，让好作风成为好习
惯，以好作风创造好业绩，才能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检验，交出无愧于时代
的合格答卷。

底气
一个人的底气来自于自信
一个家的底气来自于和睦
一个国的底气来自于人民
大海航行靠舵手
党领导人民阔步走
人民的力量最强大
人民的智慧最伟大
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无穷底气

当中国遇到外敌侵略

是人民奋勇抵抗
保家卫国

当中国河山重整百废待兴
是人民凝聚智慧众志成城
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

当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铿锵之旅
是人民努力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刷新幸福指数

当中国遭遇灾害受到创伤
是人民不畏艰险共克时艰
打赢一场场攻坚硬仗

当中国昂首走进新时代
又是人民托举起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亮出了砥砺前行气壮山河的
中国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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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的内
蒙古代表团张骥
翼代表说，要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保持惩治腐
败的高压态势，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
安全感。

本报记者 袁
永红 摄

5 月 27 日，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的内
蒙古代表团薛志
国代表建议，加大
人民陪审员的庭
审参与力度。

本报记者 袁
永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