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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党组

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市政协党组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要点》 的通知

各委、 室, 办公室各处, 机关党委, 机关事务管理处:

《2020 年度市政协党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 已经市政协

党组会议研究同意, 现印发你们, 望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 2020 年度市政协党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

中共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党组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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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市政协党组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

为进一步加强市政协党的建设,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 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按照市委十届八

次全会和市纪委十届四次全会安排部署, 结合市政协工作实际,

制定 2020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

一、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1. 严明政治纪律规矩。 深入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2. 强化理论武装。 严格落实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制度》, 按照年内学习计划, 每月组织召开 1 次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理论中心组学习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重点, 以掌握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为目的, 坚持知行合一、 学以致

用, 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实效, 不断创新学习形式和手段,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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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武装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年内党组成员结合理论学习和包联

工作至少撰写 2 篇调研报告或学习心得、 理论文章。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3.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以党章为遵循, 深入贯彻落实 《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

员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进一步严格党

内政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若干意见》, 强化机关各级党

组织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 组织生活会、 谈心谈话、 “三会一

课”、 主题党日、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党员民主评

议等制度, 提升组织生活质量和效果。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各党支部)

4.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各级党组织扎实推进 “两学一

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切实增

强党员、 干部理想信念和党性锻炼。 (责任部门: 机关党委)

二、 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5.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进一步压实党组主体

责任、 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党组成员 “一岗双责” 责任,

细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 完善责任体系, 把党风廉政建设同

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 同检查、 同考核。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印发的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专题会议, 研究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各级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

政责任制以及廉洁从政等情况。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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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

的若干意见》。 在政协委员当中建立党小组的基础上, 建立 《党

组成员联系相关界别党员委员制度》 《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

度》, 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 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

的全覆盖。 探索建立联系无党派人士界、 宗教界委员机制。 充分

发挥党员委员在政治引领、 发扬民主、 合作共事、 廉洁奉公等方

面的模范作用。 落实党员委员组织关系一方隶属、 参加双重组织

生活的办法, 组织和引导党员委员自觉接受政协党组织教育管理

和参加政协党组织活动、 进行党性锻炼。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7. 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工作。 4 月上旬前, 政协党组对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出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进行

一次 “回头看”, 对问题整改不到位、 责任不落实的要立行立

改。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8. 认真执行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遇有

重大事项, 及时请示报告, 主动接受领导和监督。 每年 7 月和翌

年 1 月向市委和市纪委报告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9. 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严格执行市委 《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完

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 和 《石家庄市强化正向激励

容错纠错实施办法》 等文件, 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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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坚持 “凡提四必”, 严把选人用

人政治关、 品行关、 能力关、 作风关、 廉洁关。 (责任部门: 机

关党组)

10. 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 “一把手” 末位表态和回避制

度。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以及党务公

开、 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等制度。 强化重点领域监督, 加

强对基建工程、 招标采购等监督检查。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纪委、 办公室人事处、 财务处、 机关事务管理处)

11. 认真执行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 党组成员在翌年 1 月 31 日前集中向上级相关部门

报告一次上年度本人婚姻和配偶、 子女移居国 (境) 外、 从业、

收入、 房产、 投资等事项。 (责任部门: 办公室人事处)

12. 认真贯彻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实施办法》, 全面了解和掌握政协宣传舆论、 经常性的思想政治

引领、 网络信息管控等工作, 确保业务工作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要

求、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政协党组每半年专题研究 1 次意识形态

工作。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研究室、 办公室宣传处)

13. 认真执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对党内监督中

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如实记录、 集中管理、 深入查纠、 彻底整改。

对上级党组织交办移交的问题线索, 及时处置办理。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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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切实加强对机关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 年度

内至少召开 2 次专题党组会议, 分析研判党风廉政建设形势, 研

究部署加强党的建设、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三、 持之以恒抓好纪律作风建设

15.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进一步持续

推进纠正 “四风” 和作风纪律专项整治, 继续深入开展 “三深

化三提升” 和机关效能革命, 大力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

题, 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常态化开展公务接待、 办公用房、

公务用车、 领导干部兼职、 操办婚丧喜庆等制度规定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 (责任部门: 各专委会、 研究室、 机关党委、 办公室

各处、 机关事务管理处)

16. 严格执行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等法规制度。 指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对党员

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 运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坚

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把 “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 作为经常

性手段, 防止小错误演变成大错误, 违纪问题发展为违法问题。

坚持关口前移、 抓早抓小、 动辄则咎, 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办法强化纪律执行, 发现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谈

话提醒、 诫勉批评, 坚决防止严重违纪行为发生, 切实加强党员

干部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的意识。 (责任

部门: 机关党组、 机关党委、 机关纪委、 各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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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 把党章党规党纪作为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各级党组织学习的必修课, 指导各级

党组织注重运用重大典型案例深化政治性警示教育, 对违纪问题

和案件及时进行深刻剖析, 查找制度和管理漏洞, 完善治本措

施, 努力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宣传教育,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 激发正能量。

(责任部门: 机关党组、 各专委会、 研究室、 办公室各处、 机关

党委、 机关事务管理处)

18. 加强对各级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 “一岗

双责” 的监督检查, 坚持问题导向, 及时指出问题, 督促整改落

实,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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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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