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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成果）按照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安排，12 月 4 日召开邢台市委常委班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中央第八巡回督导组副
组长周福启，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全
程参加指导并讲话。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许勤对口联

系指导邢台市主题教育开展，多次到
邢台市调研检查，宣讲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听取基层群众意见建议，
指导邢台市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和专项
整治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前，许勤
详细审阅市委常委班子和各位常委检
视剖析材料，对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提出明确要求。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邢台市委书
记朱政学代表市委班子作检视剖析，
并带头自我剖析，各位常委逐一作检
视剖析并开展相互批评。省委第六巡
回指导组负责同志作了点评。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许勤指
出，这次民主生活会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常委班子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认真检视问题，自我批评敢于揭丑，
相互批评坦诚中肯，整改措施系统明
确，有站位、有认识、有辣味、有成效。

在 肯 定 了 邢 台 市 主 题 教 育 成 效
后，许勤指出了市委常委班子有些查
摆的问题停留在表面、有些整改措施
不够精准等不足，就持续用力抓好整
改落实、巩固主题教育成果、更好推动
本地发展提出五点要求。一要持续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筑牢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根基，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和对党绝对忠诚。
二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抓好整改落
实，完善问题清单和整改方案，对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实施台账式管理、项目
化推进，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市里”
问题抓好上下联动，适时开展“回头
看”，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实际成效。
三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9－2023
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新形
势新任务，对 2019－2023 年全国各级
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作出全面规划，是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加强新时代党政领导
班子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规划纲要》指出，要着眼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围绕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两个维护”强
化政治忠诚，着眼坚定信仰深化理论
武装，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配强领导班
子，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持续改进作
风，激励担当作为，努力锻造忠实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坚强领导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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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护”，提高
政治能力，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以致
用、知行合一，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
实践者。要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增强整
体功能，选优配强党政正职，优化年龄
结构，改善专业结构，完善来源、经历
结构，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
党外干部。要全面提高领导水平和专
业素养，注重实践锻炼，提高领导班
子专业化水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要加强管理监督、激励担
当作为，严格日常管理，完善考核评
价，强化正向激励。要持之以恒改进
作风、严肃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持续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政治责任。

《规划纲要》强调，各级党委（党
组）要抓好贯彻落实，提高领导班子建
设质量。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
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选干部、
配班子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履责情况
要纳入考核内容。班子其他成员要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组织（人事）部门要
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推动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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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启许勤参加指导邢台市委常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 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征程中实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管好用好政
府“钱袋子”，事关地区发展和百姓利
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
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对
中央和地方预算绩效管理进行顶层设
计。同年 12 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提出 2019 年省市县三级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2020 年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

“以前我省预算绩效管理主要在
项 目 和 部 门 层 面 开 展 ，属 于 微 观 层
面。这次改革，将政府预算、部门预
算、政策和项目预算全面纳入，包含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
所有财政资金，突出实施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管理，是个重大突破。”省财
政厅预算绩效处相关人士表示。

省财政厅精心谋划推进方案，确

定了 12 个省级重点联系指导单位，形
成了“三个一”思路，即每个省级部门
突出抓好一个专项资金，每个市突出
抓好一个支出领域，每个县突出抓好
一个预算部门，确保预算绩效管理延
伸至基层单位和资金使用终端。

突出制度设计，让“怎么干”更清
晰、更精准。今年以来，省财政厅陆续
出台实施转移支付、绩效评估、绩效监
控等七项配套制度办法，从操作层面
对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

同时，研究建立 17 类共性绩效指

标框架，开展省级分行业分领域绩效
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组织专家开展
专题审核论证，建立了涵盖 73 个部门
的 4300 余项绩效指标和标准，构建起
多维度的绩效指标网。

为确保考出压力和动力，避免出
现“平时不算账、年终算总账”等问题，
省财政厅组织开展了 48 项省级专项资
金中期绩效评估，同时选取 10 方面 29
项重大支出政策项目开展财政评价，
对评估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
部门整改。

河 北 实 践

我省预算绩效管理向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迈进

4300余项绩效指标标准管好政府“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赵建）按照省
委统一部署，12 月 4 日，省委副书
记赵一德全程参加指导定州市
委常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 教 育 专 题 民 主 生 活 会 。他 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实
王东峰书记在参加指导保定市

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提出
的“四问”要求，持续用力抓好问
题整改落实，不断巩固扩大主题
教育成果。

会前，赵一德认真审阅了定州
市委常委班子和个人的检视剖析
材料并提出指导性意见。会上，定
州市委书记代表市委常委班子作
检视剖析，班子成员逐一作检视剖
析并开展相互批评。（下转第二版）

赵一德在参加指导定州市委常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持续用力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不断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果

□记者 宋 平 解楚楚

对今年的河北来说，“稳就业”意
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省 38.8 万名应届高校

毕业生要找到工作，毕业人数为历年
来最高；

意味着，全省要完成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新增 50 万人的目标任务，促
进农民稳定增收；

⋯⋯
就 业 是 民 生 之 本 ，连 着 千 家 万

户。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就业工作，坚持把“稳就业”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支
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鼓励创业创新
带动就业，积极做好全方位就业服务。

据统计，截至 10 月底，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 87.06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6.19万人，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0.96万
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2.42%、
109.11%、109.6%，（下转第三版）

端牢就业“饭碗”稳住民生之本
——河北发力“六稳”推动高质量发展①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吴
韬）按照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12
月 4 日召开石家庄市委常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央第八
巡回督导组组长杨雄，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全程参加指导并讲话。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省委
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辉
代表市委常委班子作检视剖
析 ，并 带 头 进 行 个 人 检 视 剖
析。随后，各位常委逐一作检
视剖析并开展相互批评。省委
第一巡回指导组负责同志作了
点评。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王东峰指出，石家庄市委常委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
了高质量、好效果，各位常委自
我剖析有深度，相互批评有辣
味，整改落实有进展，坚持问题
导向，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
题、不推脱责任，体现了刀刃向
内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精神，
体现了党性原则和斗争精神，
体现了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的
鲜明态度，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形成了共识，明确了方向、凝聚
了力量。

在肯定石家庄市取得的阶
段性成效后，王东峰从政治站
位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创新
理论武装不够、缺乏担当担责
和斗争精神，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作风不严不实比较突出，党
的宗旨意识不强、为民服务解
难题差距较大等四个方面严肃
指出了石家庄市委常委班子存
在的差距和不足，要求市委常
委班子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特别
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反躬自
省，认真进行反思和“四问”，一
问自己的岗位职责是什么，是
否真正做到了对党负责、对组
织负责、对石家庄人民负责；二
问自己干了什么、干得效果怎
么样，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三问自己还有什么没有
干好、有什么该干的还没有干，是否真正找到了问题症结；四问自己下
一步该怎么改、怎么干，是否真正明确了整改方向和措施。要以主题教
育整改落实为契机，扎实做好净化优化政治生态、高质量发展、脱贫防
贫、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环境污染治理、信访维稳、民生保障、安全生产、
城市规划管理、“10+6”专项整治等十方面重点工作，以实际工作效果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王东峰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五方面明确要求。一要坚持旗帜鲜明讲
政治，自觉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要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把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时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
财富和实践成果结合起来，（下转第二版）

杨雄王东峰参加指导石家庄市委常委

﹃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持续巩固和提升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负责整改解决突出问题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
安新县东马村村民葛战国把自
家的 8 亩地退了。“地不再种了，
还原成湿地，淀面就扩大啦！”他
期盼着回到小时候“抓鱼捞虾”
的光景。

葛战国所说的“退耕还淀”，
正是火热建设中的雄安新区退
耕还淀还湿先行示范项目——
府河、孝义河河口湿地水质净化
工程。

退耕还淀示范项目今年 7 月
启动，分别位于府河入藻苲淀、孝
义河入马棚淀、唐河入羊角淀的
河口区域，总占地约 16500 亩。目
前该项目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
段，将于明年主汛期前完工。

“府河、孝义河河口区的退耕
还淀示范项目，将建成两个功能
性生态湿地，为扩大淀泊水面、恢
复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白洋淀生
态探路。”（下转第三版）

雄安新区首次实施退耕还淀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
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着
力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为进一步坚定信心，本报即日

起推出《河北发力“六稳”推动高质
量发展》报道，反映我省全力以赴促

“六稳”的亮点与成效。敬请关注。

编者按

中办印发《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努力锻造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

▲12 月 4 日，由省司法厅等单位主办的“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
活动在省会法治公园（西清公园）举行，多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现场进行
法治宣传，弘扬宪法精神。 记者 田 明摄

▼12 月 4 日，2019 年张家口市宪法宣传周活动在该市桥东区工业文化
主题公园举行。活动现场，百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向群众发放各类宣
传品等形式进行法治宣传。 记者 耿 辉 通讯员 岑 屹摄

学习宣传宪法 弘扬宪法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