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时事
审稿：周金林 责编：严 立 版式：严 立 总检：魏 谦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进
行自我革命，必须从中央和
国家机关严起、从机关党建
抓起。

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
关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
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以赴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质量和水平。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理论学习走在前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
最直接，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才能永葆中央
和国家机关作为政治机关的鲜明本色。

带头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委相
关负责同志表示，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践行“两个
维护”的第一方阵，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一把手做工作，必须自觉同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
部署对标对表，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
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国资委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做
到“两个维护”为重点，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
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
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
步。在加强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方面，中央和国家机关尤其要走在前
列，提高学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当好示范。

“中央党校因党而生，为党而立，尤其要在高
举思想旗帜、强化理论武装方面走在前，不仅要
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更要联系实际学，笃信
笃行学，学出坚定信仰、学出使命担当，学以致
用、身体力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党
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大抓基层 把握规律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只有持
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建工作才能
落地生根。

“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的要求，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公安部机
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公安机关要做到绝对
忠诚，对部机关和各直属机构的基层党组织建
设，必须不断夯实、加强分类指导，增强机关党建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组建的部
门，在做好人员、职能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
深度融合、化学融合，尤其需要通过实现基层党

组织的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来带动各项工作不
断增强。

党的建设是有明确要求的，也是有自身特点
的。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就必须
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特点和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
学的方法论。我们的党建工作，需要按照这些科学
指引，结合自身的特征和实际，解决好‘两张皮’问
题、分类指导问题，同时更好地发挥好红色文博资
源、典籍资源优势，让机关党建取得实实在在效
果。”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中央网信办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将
进一步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要按照“正能
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的要求，打好网上
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进一步处理好目标引导和
问题导向的关系，针对自身出现的政治生态问
题，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加强队伍建
设、不断凝聚人心。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各负其责履职尽责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央和国家
机关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让群
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

“从对照检查来看，国家
开发银行在不同领域部门、不
同层面都还存在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问题，需要保持清醒
的认识。一些党员干部手中握
有权力，存在廉政风险，必须
高度警觉，加强教育和监督。”
国家开发银行机关党委相关
负责同志说。

广电总局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坚持严字当头，把纪律
挺在前面，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
系，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从打造艺术精品到支持5G建设等工作，都要把
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始终，让纪律建设成为推动事
业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加

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要深入
开展机关党建工作调研，研究制定机关党建措
施，不做“挂名书记”。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必须严格坚持“书记抓、抓书
记”，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履行“一岗
双责”，做到明责、履责、尽责，切实把党建工作抓
细抓到位。

“各部门一定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抓
机关党建工作的合力。”国家民委机关党委相关负
责同志表示，要对标对表建好模范机关，强化责任
担当，指导督促各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
体责任。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要培养好高素质专业化的党务干部队伍，着力推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实落地，全面
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视野宏阔、总揽全局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朱基钗

(上接1版)
正在外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的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获知邵阳严
峻汛情，提前结束行程，于7月9日下
午赶回邵阳参与到全市的抗洪抢险
战斗中来。当日下午，刘事青奔赴受
灾严重的邵水西路、邵水东路、青龙桥、市排水管理
所双清泵站等地指挥抗洪抢险工作。在邵水西路、
邵水东路一带，刘事青查看了水情后，见到部分商
店还在开门营业，立即上门劝导群众尽快转移。他
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首要”的工
作准绳，及时转移受灾区域群众。对于洪峰过境的
情况，要树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
大，不可信其小”的工作思想，全力做好应对准备。
在结束了前两轮市区抗洪抢险救灾重点区域督查
后，7月9日23时，刘事青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值夜班，并与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负责同志
就水情监测、值班值守等工作进行了碰头会商。7月
10日0时30分，刘事青奔赴邵阳县督查抗洪抢险工
作。从邵阳县赶回城区后，刘事青又赴城区受灾严
重区域进行督查。结束这一轮督查后，已是3时30
分，刘事青又回到市防指办公室继续值班。

与此同时，带着市委、市政府的殷切嘱托，其
他市领导按照既定部署，分别奔赴相关县域和部
门现场指导和督导抗洪抢险及灾后重建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7月7日12时，
我市适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7月8日22时，根
据汛情发展，我市果断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7 月 8 日 12 时 30 分，位于隆回县的木瓜山水
库、六都寨水库开闸泄洪。“这是一次打时间差的
智慧决策，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既减轻了相关区
域的防洪压力，又为可能出现的抗洪抢险持续战
腾出了库容。”我市水利界一位资深人士介绍，“本
轮抗洪抢险的最大特点，是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了
我们自己手中。”

7 月 10 日 8 时，本轮洪峰在我市境内安全过
境。英雄的邵阳人民，再一次战胜了肆虐的洪魔。

人民生命至上

洪灾伊始，全市 2.13 万名各级党员干部全部
进入临战状态，下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全力开展防
汛救灾工作，一张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大网，在邵
阳大地上铺开。

灾情就是命令。市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准备
了棉被、毛毯、帐篷等救灾物资，临时组建了一支
400余人的救灾应急小分队，进入临战状态，随时
奔赴救灾一线，并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县市区，督促
指导各地切实做好抢险救灾；国家电网邵阳市、县
两级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出动
1347名工作人员、375台抢修车，抢修因暴雨而受
损的电力设备，加强线路巡查；交警部门全员上
岗，实行交通管制，在洪泛区和道路损害处设置路
障，确保行人、行车安全。

在邵阳城区，我市公安打破常规，组织3500多
名民警、武警和消防队员在洪水入侵市区期间屯
警街面，在邵阳城区各大桥梁上和河岸旁构筑了
一堵又一堵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铜墙铁壁。

7月9日8时，大祥公安分局翠园派出所民警
金鑫和同事一起来到邵水桥头步行楼梯口担任警
戒任务。由于当时桥下已被洪水淹没，不时有群众
驻足观望，甚至想下桥一探究竟。金鑫不厌其烦地
劝导群众不要靠近危险区域，一直坚守到 7 月 10

日8时才撤离岗位。整整24个小时，他共计疏导围
观群众数百人，只有等到晚上人流散去他才能和
衣而坐，靠在栏杆上稍作小憩。

7月9日10时，邵阳快警4号平台接到报警：邵
水西路某居民楼内有2名学生被困。大祥公安分局
猎豹突击队员黄腾飞和4号平台快警蒋斌涉水将2
名学生成功解救出来；7月9日19时，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在双清区金台社区附近有
群众被洪水围困。指挥中心立即调度双清公安分
局、邵阳快警9号平台、市公安局治安水上大队和
武警消防指战员前往救援。经过30分钟的紧张搜
救，6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获救。

在公安发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主力军作用的
同时，各级党委、政府也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头等
位置。“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家吗？我们来接你出
去！”7月9日，大祥区邵水西路邵水桥段下水道出
现倒灌现象，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李子园社区电
信宿舍处于整个路段的低洼地带，有300余名居民
被困在家中亟待救援。接到居民求救后，大祥区
委、区政府迅速启动抢险救援应急预案，第一时间
出动，利用一艘皮划艇、两艘冲锋舟等抢险设备，
帮助被困群众迅速安全撤离。

北塔区田江街道谷洲村部分路面浸水，交通
中断。7月9日14时许，该村已有9个月身孕的村民
禹美玲出现了分娩迹象，但救护车却被洪水阻隔
进不了村。田江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永红闻讯，立即
召集相关人员成立救援小分队。大家划着船赶到
禹美玲家，迅速将禹美玲抬到船上，再把她送到在
村口等候的救护车上。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为一
个小生命的顺利诞生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家的
孩子，小名就叫‘船船’。要是没有那条从洪水中划
过来的船，我们母子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禹美
玲抱着顺利诞生的孩子说。

人民财产至上

7月9日上午，新邵县酿溪镇官冲社区多户村
民家进水，村民刘某家地下室被浸，堆放在里面的
价值近百万元的2400余个轮胎急需转移。得知情
况后，新邵县副县长、县公安局长戴哲建，县公安
局政委申智军迅速带领机关 20 余名民警前往救
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2400余个轮胎全部被
转移到安全地带。看到轮胎全部被安全抢救出来，
面对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的民警，刘某几度热泪
盈眶。

更让人感动的故事，发生在双清区金台社区。
7月9日10时20分许，位于市区资水下游的双

清区滨江街道金台社区旁，一家洗涤厂的大门外一
片忙碌。只见加工车间已被洪水围困，几个装满洗涤
剂的塑料桶随着波浪在水面上漂浮。一名身着塑料
雨衣、40岁开外的中年妇女正在组织几名女工忙着
抢运物资，她焦急而憔悴的眼里含满心痛的泪水。

中年妇女名叫曾文月，是市热电厂的一名下
岗职工，历经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创建了这家洗涤
厂，可不想重金买回来的一批洗涤剂和厂房设备
都面临“打水漂”的危险。

当日 10 时 30 分左右，正在曾文月心急的时

候，一队身着迷彩服的人赶了过来，二
话不说，熟练地帮着他们搬运物资。原
来，他们是由双清区人武部官兵和滨江
街道、龙须塘街道民兵联合组成的抗洪
抢险应急小分队。“作为一名基层民兵，
抗洪抢险，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这是我

们的分内工作，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只一个字，
‘干’！”在他们的通力配合下，不到20分钟，曾文月
厂里的物资全部被搬上了车。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眼泪。”曾文月说。

在这次抗洪抢险过程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帮
人救灾自家遭灾”的典型。双清区滨江街道金台社
区主任唐忠友是一名40多岁的粗壮汉子，本轮洪
灾中一直忙于撤离群众、转移物资，没时间顾及自
己家里，以致于自己家里遭受严重水灾。“我自己
那个家，全部损失了也就那么多钱，可在我的组织
下，为群众挽回了近千万元损失。”唐忠友表示。

北塔区茶元头街道茶元头村石屋塘组村民唐
东善在洪水涨到家门口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
是抢救自家财产，而是热心地帮助家庭条件更差
的邻居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二楼平台，等他回到家
时，家里已经开始进水了。面对妻子的抱怨，他平
静地说：“他家更困难，帮忙是应该的。”

人民健康至上

早在洪水过境之前，市委、市政府便对扎实做
好灾后防疫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要求做到三个
凡是：凡是被水淹过的区域都要进行全面消毒处
理，尤其是饮用水井、水源地，力求做到全覆盖、无
死角；凡是因灾死亡的家禽家畜等动物尸体，都要
进行统一收集深埋，做到无害化处理；凡是被洪水
浸泡过的食品药品、瓜果蔬菜等，都要加强检验检
测，从严监管，严防霉变食品上市流通销售。

“洪水之后必须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这已经
是卫生常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市应急管理局
一名相关负责人介绍。

7月10日7时许，洪水才刚刚有了消退迹象，北
塔区新滩镇街道即出现了上百名身穿黄马甲的志
愿者，在各受灾村（社区）及道路、河道沿线开展环
境卫生清理工作，附近上千名老百姓在志愿者的号
召下积极主动加入了清理队伍。该区田江街道80余
名志愿者也穿上雨靴、扛起铁锄、拿起扫帚，不顾炎
热和飞溅的泥水，每四人一组，清除道路两旁涨水
遗留下的垃圾；该区审计局、团区委干部也一早赶
到社区，进入居民家中，铲污泥、扫垃圾……

与此同时，北塔区卫健系统出动25名专业工
作人员对全区低洼地带的居民楼、幼儿园和学校
进行污泥清理、地面清洗，然后对被洪水浸泡过的
区域进行地毯式消毒杀菌。截至7月11日下午，北
塔区已对全区三分之二的过水区域进行了消毒杀
菌处理，目前消杀工作正在继续之中。

由于洪水对自来水设施和公共乡村水井的破
坏，城步、绥宁、洞口、北塔等县市区都对存在这种
情况的地方开展了消防送水或环卫送水活动，确
保群众能够喝上放心水。

“消防部门已经连续三天到我们这里送水了，
大家都非常感激。”北塔区茶元头街道茶元头村河
上桥组的村民们说。

在清洗、消毒保障健康的同时，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部署下，我市所有灾区都正在紧锣密鼓地开
展灾后重建工作。

人 民 至 上
——我市迎击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纪实

新华社记者 高敬

6 月以来南方地区强
降雨天气频繁，部分区域
平均降水量为历年同期最
多。但未来一周南方地区
还将连续出现两次强降雨
过程。南方降雨何时休？记
者 11 日采访了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方翀。

方翀介绍，主汛期以
来（6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
我国主雨带持续徘徊在江
南至华南北部一带，造成
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
繁，达到7次。湖南、江西、
浙江、福建及广西北部等
地 区 域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476.3 毫米，比常年同期
315.4 毫 米 偏 多 51% ，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湖南中部、江
西中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偏多1至2倍。

他表示，特别是 7 月 7 日至 9 日，南
方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超
过 100 毫米的区域面积达 29 万平方公
里，200毫米以上的区域面积达7万平方
公里。此次过程强度弱于 6 月 6 日至 13
日强降雨过程，但灾害程度基本相当。

一是强降雨区域稳定，湖南中南部、
江西中北部、广西北部、福建西北部、浙
江西南部等地暴雨日数有2至3天，湖南
衡阳和株洲，广西桂林等地连续 2 天出
现大暴雨。

二是累计雨量大，贵州南部、广西中
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
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及广东东部等地累
计降雨100至250毫米，部分地区300至
450毫米，桂林局地604毫米。

三是日雨量破极值多，23个县（市）
日降雨量突破当地7月历史极值，湖南衡
山、江西宜春及广西灵川等6个县（市）日
降雨量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四是超警戒水位河流多，江西宜春、
抚州，湖南衡阳、株洲，广西桂林等多地
遭受洪涝灾害，广西、贵州、湖南、江西、
福建、浙江等8省区10日90多条河流发
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2日至16日，
南方地区将连续出现两次强降雨过程，
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
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其
中，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安徽南部、江
西中北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大暴雨。

专家提醒，未来一周虽雨带位置有
所摆动，但强降雨仍位于湖南、江西、浙
江、福建、广西等地，尤其12日至16日强
降雨区与7日至9日强降雨过程重叠，部
分地区已遭受洪涝等灾害。相关地区需
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和叠加效应可能引
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和山洪地
质灾害。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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