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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据中央要
求，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已由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纲要》共 21章、99目、200条，近 15万字。全书紧
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

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有助于广大干部
群众更好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
要求，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纲要》内容丰富、结构严整，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
朴实，是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学习材料，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
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
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
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
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
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据党中央要求，

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 《纲
要》）。党中央认为，《纲要》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阐述，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
本内容、基本要求。党中央同意印发《纲要》
（由中央宣传部统一印发），作为广大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 《纲要》 纳入学习计
划，作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
覆盖的学习培训。要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
下功夫，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

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深刻
把握这一思想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
功夫，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更加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
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庸懒散是干部作风建设的顽疾。深入开展
庸懒散问责活动，就是向庸懒散亮剑，通过教
育整改、通报曝光、问责处理，激发广大干部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近几年，面对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市多数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一心一意谋发展，展现了
昂扬锐气、蓬勃朝气、浩然正气，为商丘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但也有少数干部精神不
振、状态不佳、作风不正，表现为：责任感不
强，工作质量不高，满足于“过得去”，不思
进取；遇事不动脑筋，习惯于当“中转站”

“传话筒”，慢作为或不作为，只求过得去、不
求过得硬，工作年年都是老样子；纪律松弛，
迟到早退、擅自脱岗，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玩
游戏、炒股票……庸懒散在一些单位不同程度
地存在。

古人云，一处弛则百处懈。纪律的松弛、
组织的松散，往往导致百弊丛生。对这些“南
郭先生”“撞钟先生”“好好先生”，必须猛击
一掌、断喝一声，将其从迷茫中惊醒，让其从

萎靡中振作，扫除骄气、惰气、官气、暮气。
必须强化问责机制，让占位子混日子的混不下
去，切实绷紧公职人员“庸不得”“懒不得”

“散不得”的观念之弦。
治理庸懒散，重点是加大问责力度。动员

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抓住典型敢于“较真”
“叫板”，才能底线清晰、警钟长鸣；紧盯问题
不搞下不为例、情有可原，才能正本清源、激
浊扬清。活动中，要对为官不为、庸懒散奢等
作风问题进行大排查，通过教育引导提升自觉
性，剖析查摆主动整改，加大对庸懒散作风治
理力度，切实做到教育整改一批、通报曝光一
批、问责处理一批，绝不姑息迁就。强化问责
不能只是一阵风，关键是要常态化；不能只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做到全覆盖、无死
角，庸懒散出现在哪里，问责的板子就立在哪
里。

治理庸懒散，关键是要建立长效制度。在
短期内，明察暗访、从严处置是治疗“庸懒
散”的一剂良药；长远看，光消炎止痛还不

够，关键在“治本”，还要有一套长期有效的
综合药方。根除庸懒散，要在落实好首问责任
制，限时办结、群众满意测评、投诉反馈等长
效机制上做好、做足文章。要大力推动审批服
务事项“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机制，优化办事流程，提高行政效能，提
高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水平，确保做到“四个
一律”：凡是中央、省委命令取消的审批事
项，商丘一律不留；凡是影响商丘发展的陈规
陋习，一律取消；凡是能够下放给基层和企业
的审批权限，一律下放；凡是部门擅自设置的
审批项目和有碍项目建设及企业发展的，一律
废止。

商丘实现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干部担当作
为。下功夫、动真格，治理工作能力上“庸”、办
事效率上“懒”、工作作风上“散”，党员干部积极
作为了，群众的事儿才能好办，才能促进服务型
政府建设，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
护，与人民群众一道攻坚克难，推动各项工作出
新出彩。

治理庸懒散 提升精气神
——九谈扎实开展“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本报评论员

“目前，示范区建成区已建成便民公厕 119
座（不包含安置小区和城中村），并全部向市民
开放。今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
署，结合“两城”联创要求，示范区计划建设
40座便民公厕，目前已基本建成 22座，2座正
在建设，剩余 16座已完成选址，拟在 6月底全
部开工建设。这 40座公厕建成后，示范区建成
区便民公厕将达到 159座，更好地服务市民和
行人。”6月 6日，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王景宇告
诉记者。

近年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以“数量充
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环

保、如厕文明”为目标，始终把公厕建设作为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向市民提
供公共服务的民生大事来抓。

王景宇说，示范区的公厕功能设计体现人
性化，每座公厕都安装醒目的公厕指示牌，公
厕外观简单别致，公厕内不仅设计了洗手台，
还分别在男、女厕设计了残疾人专用的卫生间
及无障碍化卫生间，五金配件确保经久耐用，
公厕周边绿树掩映，不仅给市民提供了方便，
还多了一份惬意。公厕建设人性化，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在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
优先保障便民公厕建设资金，坚持科学、合

理、便民的原则，从选址、勘测、设计、建设
各个环节精益求精，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加强
督查督导，快速推进公厕建设，确保将公厕建
成民心工程、惠民工程。公厕管理人性化，公
厕虽小，便民则大。示范区坚持“规范化、精
细化、常态化”的管理原则，一人一厕、定人
定岗管理；对公厕排水管道、供水压力罐、水
泵、电路等出现的问题及时维修维护，保证电
路畅通、水源充足、设备完好、运行正常；提
升服务功能，强化管理措施，保证通风好、采
光好；增设防虫防蝇设施，严格实施“两清一
杀”，对公厕蓄污池、化粪池及时清扫、清掏，
减少异味和蚊蝇孳生，保证公厕干净整洁；做
到 24小时全天候开放，确保建好一座、用好一
座，让广大市民切实感受到卫生、方便、舒适
和满意。

将公厕建成民心工程
——访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王景宇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本报讯（记者 张铨）麦熟一
晌，抢收抢种。6月 9日，记者从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当日 16
时，全市已收获小麦 687.3 万亩，
占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的 73.4%，日
收获小麦 155.7万亩，日投入联合
收割机2.03万台。

适时趁墒抢种。我市派出农
技专家组分赴各地，指导农民群
众在小麦收获后及时整地，趁墒
抢种，边收边种，加快秋播进度，
优化作物品种布局，科学选用优
良品种。播后密切关注墒情变
化，确保出苗整齐均匀，达到壮

苗标准。预计全市秋作物播种
面 积 1105.3 万 亩 ，已 播 721.1 万
亩，占预播面积的 65.2%，其中玉
米 372.1 万亩、大豆 27.2 万亩、花
生 129.4 万亩、红薯 20.3 万亩、蔬
菜 98.1 万亩、瓜类 41.34 万亩，其
它 32.62 万亩。

密切关注天气。市农业农
村 局 加 强 与 气 象 部 门 协 作 配
合，利用广播、电视、官方微
信、微博、12316 三农服务热线
等形式，提醒农民群众做好强
对流天气的应对防范；切实加
强应急值守，安排专人值班，
一旦出现灾情，迅速到现场开
展指导服务。

强化安全生产。各地农业
部门加强农机麦收安全作业宣
传，落实目标责任，强化督导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全面落
实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统
防统治、联防联控措施，切实
做好防控准备，确保不发生重
大病虫害。

截至昨日16时，全市已收获小麦687.3万亩，占全
市小麦种植面积的73.4%——

我市麦收大头落地

本报讯（记者 祁博） 6月 7日，2019
年高考第一天，全市 67172名考生走进考
场，参加人生第一次大考。市长张建慧来
到市一高总校考点，听取我市高考情况汇
报，现场了解考务保障情况，与前来服务
高考的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亲切
握手，向所有参与高考考务工作和服务工
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和慰问。副市长岳
爱云、王金启参加视察。

张建慧先后查看了无线电监测阵地和
考务办公室，详细了解考务准备、考生备
考和无声入场、考场服务保障等工作。

张建慧指出，高考是考生的人生大
事，关系千家万户，备受社会关注。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高考考务工作，确
保环节顺畅、措施严密，以过细过实的工
作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舒心的考试环
境，使广大考生能够满怀信心、充满激情
参加考试。要以绝对安全的原则为考生顺
利考试提供坚实保障，高度重视考生考试
期间的饮水饮食和交通出行安全。公安、
电力、卫生、无线电等有关部门要全力做
好高考保障服务工作，确保考试平稳顺利
进行。各考点要做好监考老师的服务工
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设施。要
深入发扬“商丘好人”精神，搞好志愿服
务，在全社会营造服务高考、助力高考的
良好氛围。

又讯（记者 王正阳） 6月 7日，副市
长岳爱云先后到应天高中、市回民中学、

市三高等考点巡视高考工作，实地查看高
考考试情况。

岳爱云先后到各考点视频监考室、视
频主控室，仔细查看了考务办公室、考点
试卷保密室、考场等实时视频监控，详细
了解考点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安全措施落
实情况、后勤服务保障情况、考点试卷分
发及备用卷保管情况等。

岳爱云指出，各级相关部门要切实增
强责任感，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加强统筹协调，要坚守阵地、盯紧盯
牢，做到细而又细、慎之又慎，全力以
赴、齐心协力确保高考各项工作措施落实
到位，保障高考工作公平、平安、顺利进
行。

又讯 （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
勋） 6月8日，副市长岳爱云来到虞城，对
当地高考工作进行视察。

岳爱云先后来到春来高中考点、县高
中考点和虞城高考指挥中心进行视察，听
取有关部门的考务工作汇报，并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广大考务工作者、街头热心
义工们等表示亲切的问候。

岳爱云强调，高考工作关系到千家万
户，各职能部门要全力配合好教育部门和
考点学校，做好考试保障工作。要严格按
照各项应急预案要求，精心准备，狠抓交
通安全、电力保障、噪音污染、食品安全
等重点环节，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畅
通的考试环境。

我市 67172 名
考生参加高考

张建慧等视察高考工作

6月8日，在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考点，考生结束考试后满脸笑容走出考场。当日，
我市2019年普通高考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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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虞城走进虞城

脚上沾泥土 笔下书华章
——商丘报业全媒体大型主题调研采访四分团虞城蹲点采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