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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垂范 春风化雨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调研指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纪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思考、坚定的信念担当，深入调研指导，

不断谋划总部署、压实责任状、统筹施工图，为全党主题教育顺利开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
结合工作对主题教育进行了调研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提高思
想认识、认真检视问题、狠抓整改落实、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步步深入。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
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
次主题教育，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站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的政治高度积极谋划部署，深入
调研指导。

这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
政治宣示——

人们还记得，3年前，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号召，在
全党上下引发热烈反响。

从党的十九大，到新一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
址，再到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总书记反复强调进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教育的重要意义。

这是紧锣密鼓求真务实的
周密部署——

2019年5月，一连串密集会
议，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主
题教育工作的忙碌日程：

5月9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
关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见》；

5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会议，对开展主题教育提出
明确要求；

5月31日，出席“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对主题教育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

这是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
示范引领——

5 月的赣南大地，草木葱
茏。面对巍然矗立的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纪念碑和静静流淌的
于都河水，在江西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凭栏远眺，伫立良久。

来到苏区红土地，就是找寻
共产党人的初心。考察江西途
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动情地说：

“我来这里也是想让全国人民都
知道，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
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

3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
亲赴祖国大西北，瞻仰中国工农
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
公墓，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纪念馆。他强调，“要深刻认识
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
易”；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个总
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6 月 24 日下午，北京中南
海。一次特殊的“学习”正在举
行，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认真

听讲，不时记录。这是中央政治
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的场景。人
们看到，学习主题正是——“牢记
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这次集
体学习时语重心长：“中央政治局
的同志要作好示范，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上为全党作表率。”

按照中央办公厅制定的《关
于中央政治局同志结合工作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进行调研指导的建议方案》，主
题教育开展期间，中央政治局同
志要结合到有关地方部门单位
开展工作，对主题教育至少进行
1次调研指导。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治
局其他同志按照统一部署和要
求，纷纷结合各自工作对主题教
育进行调研指导。

高瞻远瞩、统筹全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
出一系列明确要求，既阐明了战
略考量、形势判断，又明确了推
进路径、工作要求，还指出了评
价标准、强调了组织保障，为全
党上下深入开展好主题教育提
供了实践指南。

这是着眼长期执政、永葆马
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战略考量
——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
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
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
示精神，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认真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
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
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这是应对严峻考验、解决自
身问题的形势判断——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内存
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
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
得到根本解决，“四大考验”、“四
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
我革命任重而道远。

在内蒙古考察时，习近平总
书记又以刷牙洗脸的生动比喻，
再次强调要解决党内存在的各
种问题：“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
脸，打扫卫生，洗盘洗碗洗衣服，
党的建设也要做这些事情。灰
尘多了，就要吸吸尘；牙齿不洁
净，就要刷刷牙；身体不健康了，
就要治治病。”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开展
专项整治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以正视问题的自觉
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对在主题教育期间能够
解决的问题，要立行立改。

这是着眼整体、思路清晰的
推进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有着系统阐述，包括
提出了“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强调要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贯穿起来，等等。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牢记初心
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
坚持做到“四个相统一”，即加强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
问题相统一，守正和创新相统
一，严管和厚爱相统一，组织推
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

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
如何把主题教育和重点工作有
机结合、贯穿始终。总书记在中
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要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着力补短
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坚
定不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破
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这是力戒形式主义、动真碰
硬求实的工作要求——

在内蒙古指导开展主题教
育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抓“四
个到位”的要求，即抓思想认识
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
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调研时，作了一个“解
剖麻雀”的示范。总书记指出，
内蒙古自然和生态资源丰富多
样，又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在主题教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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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
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
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为此特别强
调：“改，就要真刀真枪、动真碰
硬，就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不
能装样子、打太极，防止表面整
改、虚假整改、纸上整改。”

这是贯穿始终、铭刻于心的
评价标准——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
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
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在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要求。

在内蒙古指导开展主题教
育时，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以人民
群众满不满意来检验主题教育
的实际效果。

针对内蒙古“开门纳谏”的做
法，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
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
里，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

这是保证上下一致、确保落
实见效的关键要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
导干部在主题教育中的带头作
用，始终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
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点，先改
起来、改实一点，同时要担负好
领导指导责任，抓好所属单位党
组织的主题教育。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党中央的一系列通知对
领导干部专门提出要求：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时要带头学、带头
查、带头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时要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
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
增强历史担当；召开专题民主生
活会时要以上率下、作好示范，
不当局外人，不当旁观者……

抓铁有痕、久久为功
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调研

指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到
位”要求，学习教育更加深化、检
视问题更加精准、整改落实更加
深入、组织领导更加有力，主题
教育向着预期目标不断迈进。

思想认识更到位，对党的初
心和使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

“学习不能搞形式主义，不
能急于求成，每次都有一些新进
步，每次都有一些心得体会，每
次都有一些领悟。”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于如何搞好理论学习
的明确要求。

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总队，日前再次组织研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强调深研细
究。“深学深悟，日积月累，才能
对初心和使命的内涵有更深的
认识。”总队负责人说，大家在学
习过程中通过交流体会、思想碰
撞，还创新了不少便民服务的新
思路新办法。

检视问题更到位，差距进一
步找准、根源进一步挖深——

在中央政治局同志带头调研
和悉心指导下，中央办公厅领导
班子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
题会，一条一条找差距，一项一项
提措施，并作出了不以巡视发现
的问题代替主题教育检视查摆问
题、不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
政治问题等明确要求；中央宣传
部围绕如何更好高扬精神之旗、
把稳思想之舵，如何使互联网这
个最大变量成为最大正能量，如
何守住底线、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文化安全等8个重大命题，列出
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向；国务院
扶贫办把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作为
攻坚重点区域，把“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作为攻坚重点问题，咬定
总攻目标，落细攻击点位……

整改落实更到位，对症下药、
立行立改的作风进一步夯实——

8月5日，湖南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
流会。

按照此前中央政治局同志
指导湖南开展主题教育时的相
关要求，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挂帅
进行了药品价格非正常上涨问
题的专题调研，并在此次交流会
上严肃指出，要直面问题、敢于
担当，从严查处医药领域商业贿
赂和不正之风，有效遏制药价非
正常上涨势头。

随后，湖南相关部门展开针
对性整治，卫健部门重点针对大
医院挂号排队时间长等10个方
面问题，推出34条应对措施；医
保部门聚焦群众“看病贵”痛点，
采取了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等多项举措；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针对药品价格虚高与供应短
缺并存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抓紧
研究解决措施。

组织领导更到位，以上率
下、亲力亲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

高楼林立的上海，至今仍有
很多老旧小区面临改造难题。
为了加紧研究工作方案，上海市
委负责同志带头深入居民区，同
大家一起研究解决水电煤布线、
厨卫设施改建等百姓日常生活
中最直接的困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市委班子带头下，上海各级各
部门纷纷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深
入检视问题，第一批单位共梳理
形成整改问题清单2162项，其中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立知立行立
改的1306项，占比超过60%。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
局其他同志的调研指导下，广大
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深化对党
的初心使命的认识，着力把初心
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
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
自觉行动，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
力，把抓好整改落实作为服务全
党工作大局、推动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大浪淘沙，百炼成钢。只要
全党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一定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
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
坚强有力、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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