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万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超市、 电器

专卖店、日用百货店等经营单位，

针对暖风机、油汀、电热毯、暖宝

宝等电热取暖用品开展检查，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郭国民 张冰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

者任晓莉报道： 为强化榜样引领

作用，弘扬先进典型，日前，上饶

市社会主义学院

16

期党外科级

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及教师组成

的学习组，走进信州区市管局，一

起学习上饶抗疫“ 最美背影”余哲

明的先进事迹。

活动现场， 余哲明用朴实的

语言分享了自己的抗疫经历。 一

段段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句句朴

实无华的话语， 使现场学员仿佛

置身在抗疫一线， 无不为抗疫英

雄们拼搏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

所感动，会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学习“ 最美背

影”精神，强化宗旨观念，坚定价

值追求，夯实思想作风，提升工作

能力，做迎险而上的勇敢逆行者、

做新时期的时代负重者、 做对人

民高度负责的担当者， 展现党外

干部的新担当、新作为、新形象，

为“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

代化大美上饶”贡献力量。

党外科干班学员赴工作一线学榜样

本报讯 记者徐芸 见习记者

范凯文报道：为认真贯彻落实“ 双

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我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行

为，日前，市“ 双减”工作领导小组

牵头并组织召开了“ 上饶市义务

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

费标准定价”座谈会。

此前，结合我市实际，经过成

本核算调查， 并参考省内其他设

区市标准，市发改委、市教育局草

拟了 《 上饶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

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方案 （ 征求

意见稿）》 。座谈会上，相关负责人

就该《 方案（ 征求意见稿）》的成本

调查和定价方案的实施过程作了

详细的介绍与说明， 与会人员对

此发表意见、建议并进行提问，最

后填写了座谈会代表意见表。 大

家一致认为， 本次方案在坚决执

行“ 双减” 实施意见的根本前提

下， 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同时也

考虑了地域差异，较为科学合理。

此外， 座谈会收集了多条中

肯的意见， 还对培训机构办学行

为提出了一些建议。 各与会单位

结合相关的意见、 建议对价格标

准的制定进行深入研究， 切实履

行部门职责， 积极践行“ 我为群

众办实事”， 有效减轻学生家庭

教育支出负担， 确保价格制定更

加科学、 合理。

我市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标准定价

园林工人巧“梳妆 ” 城市容颜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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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个 全 面 ” 擘 宏 图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

41.

为什么说全面从严治

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

2019

年

10

月

1

日， 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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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群众游行队伍

中， 以鲜红的巨大党章模型为主体的

“ 从严治党”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 彩车

上，“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等重要元素格外引人注目，

生动展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

成果。 从党的十八大到

2019

年底，全国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33.3

万起， 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414

人、

厅局级干部

1.8

万人、 县处级干部

13.7

万人。 为什么我们党要以雷霆万钧之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什么我们党勇于

刀刃向内、拿自己开刀？ 打铁必须自身

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

政条件下实现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径，这

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

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马克思

主义政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

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要实现这样的崇高

使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一

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彻

底的自我革命来推动深刻的社会革命。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其

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

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 能胜强敌

者，先自胜者也。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

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除

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

己的特殊利益。 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

谋大利，才有资格、有底气敢于直面问

题、勇于自我革命。 我们党就是在不断

自我批评、 自我革命中成长成熟的，一

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

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 历史深刻

昭示我们， 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

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

的问题作坚决斗争， 实现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这既是我

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

经验，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

党最显著的标志。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党的建设面临更加艰巨而繁重的任

务。 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们

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

一方面，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

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

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

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

极腐败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们党作为世界第

一大党， 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

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 物必

先腐，而后虫生。 ”要保证我们党永葆生

机活力， 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始

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就必须以

“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 的坚定意志和

决心，继续推进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以其丰富内涵诠释

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全

面从严治党， 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

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全面”

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全体党员、党

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 关键少数”。

“ 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

严。“ 治” 就是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

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 党

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

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

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

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

问责。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增强系统性、

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

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

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不断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

炼自己， 实现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

走向严紧硬，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经历革命

性锻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

纳入“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把严的

标准、 严的措施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

和各方面。 从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改进

作风到构建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

和执纪执法体系 ， 从反腐败无禁区 、

全覆盖 、 零容忍到一体推进不敢腐 、

不能腐、 不想腐， 从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建立不忘初心 、 牢

记使命的制度， 从严格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到着力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 我们

党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自身在政治 、

思想、 组织、 作风、 纪律等方面存在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激浊扬清中彰

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 ， 在革

故鼎新中重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

优势， 通过行动回答了“ 窑洞之问”，

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 “ 绝

世武功”， 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

解决自身问题、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

功道路。

知识链接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坚持党要管党 、 全面从严治党 ，

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 ， 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 以坚定理

想信念宗旨为根基 ， 以调动全党

积极性 、 主动性 、 创造性为着力

点 ，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 思

想建设 、 组织建设 、 作风建设 、

纪律建设，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 不断提高

党的建设质量 ， 把党建设成为始

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

勇于自我革命 、 经得起各种风浪

考验 、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 党的

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 “ 宜将剩勇追

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虽然全面从

严治党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 但还远

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党面临的风险

挑战的长期性、 复杂性、 严峻性 ， 决

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一以贯之 、 持

之以恒 ， 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 、

歇歇脚的想法， 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

劳永逸的想法， 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

好就收的想法。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思想从严 、 监督

从严、 执纪从严、 治吏从严、 作风从

严、 反腐从严， 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制度 ，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 把全面从严治

党这场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42.

为什么说我们党是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 同时是马

克思主义革命党？

1949

年

3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机关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 ，

前往北平。 临行前， 毛泽东同志对身

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进北平， 可不

是李自成进北平， 他们进了北平就变

了。 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 是要继续

革命， 建设社会主义， 直到实现共产

主义。 我们党一路走来， 从诞生到发

展壮大， 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 ， 再

到长期执政， 始终胸怀崇高的革命理

想， 饱含旺盛的革命精神。 然而 ， 一

段时间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 ， 就

是我们党已经从“ 革命党” 转变成了

“ 执政党”， 现在只是“ 执政党” 而不

再是“ 革命党” 了。 这个说法不仅在

理论上站不住脚， 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现实中更造成了思想上的模糊认识，

是错误和有害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革命党

问题， 涉及如何正确认识把握党的历

史方位。 对这一问题， 我们党的正式

提法是， 我们党历经革命、 建设 、 改

革， 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

而奋斗的党， 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已经从受到外

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

家建设的党， 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

的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这里面并

没有区分“ 革命党” 和“ 执政党”， 并

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

的事情。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这揭示了我

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马克思

主义革命党的辩证统一。

习言习语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

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

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

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 革命与执

政虽各有侧重，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共同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

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 革命是历史的火

车头”，是“ 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

动力”，“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

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

政权之后，就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在此基

础上展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 我们坚

持革命斗争，打破一个旧世界，不是为了革

命而革命，而是要夺取政权，实现人民翻身

做主人；我们坚持执政为民，建设一个新

世界，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要推

动伟大社会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崇

高理想。 说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

党， 侧重的是党的宗旨使命和奋斗目

标； 说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侧

重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和治理方式。 两者

不可分割，也绝不能分割。

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在革命中有

执政，在执政后不忘革命，鲜明体现了我

们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又是马克

思主义革命党。 在带领人民进行浴血奋

战的革命战争年代， 我们党就不仅仅是

一个革命党，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都局部

执政过， 比如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延安成立陕甘宁

边区政府。 我们党卓越的社会动员力影

响力、 执政本领和领导根据地人民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 赢得了党外民主人士和

国外一些学者的高度赞誉。 美国哈佛大

学费正清教授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

中， 称赞共产党在延安执政是具有进步

意义的民主执政， 共产党在延安造就了

一个美好的“ 世外桃源”。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

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

革；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

这场“ 第二次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

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 成功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纵观党的

发展历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

党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和主攻方向，但

革命与执政始终贯穿党的事业全过程。

进入新时代，要完成好党的历史使

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

前进，就必须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

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将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了百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

续推进下去， 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

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

难而退缩。 邓小平同志说过，“ 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

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

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这

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好、建设成，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

期。 我们党成立百年，在全国执政

70

多

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成名就时做到居

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

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

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

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

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我们党越

是长期执政，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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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能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

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

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

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我们党是长期执政

的革命党，也是坚持革命的执政党，无论

何时何处， 都要把革命与执政统一起来，

在持续革命中担起执政使命，在长期执政

中实现革命伟业，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砥砺奋进。

（原载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人民

日报》）

本报讯 记者郑欢报道：为进

一步加强校园消防安全管理，防

范校园火灾事故发生 ，

12

月

20

日， 三清山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

区各校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排查中， 大队检查人员重点

对校园内消防安全措施及消防安

全责任制度是否落实、教学楼、办

公楼等地的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消防指示标志是否完好、 用火用

电安全措施是否符合规范、 消防

器材及消防水源是否符合要求等

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 针对排查

中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 检查人

员要求学校负责人立即整改，严

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切实

把责任落实到人， 坚决杜绝麻痹

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 全力确保

消防安全。

通过此次排查， 切实提高了

各学校负责人的消防安全意识，

有效巩固了辖区消防安全， 为确

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筑 牢 校 园 安 全 “ 防 火 墙 ”

本报讯 城市绿化是展现城市形象

的名片，也是展现城市文明的窗口。 为

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

近日， 园林工人们也化身多重身份，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擦亮“ 绿色底

色”，提升“ 生态颜值”。

走在饶城的街道上，一些手握修剪

工具的工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们或

站在升降机上为高处的树木剪枝，或端

着十几斤重的修剪机修剪道路绿篱。通

过这些园林“ 理发师”的修剪，合理调节

了树体营养物质的分配，既能促进花芽

分化，也能使老树复壮，进而培养出优

美的树形，提高园林观赏效果。

补栽苗木、修理树池……园林“ 美

容师”每日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对城

区管辖范围内的道路绿化带、各公园进

行“ 梳妆打扮”， 扎实做好绿化苗木修

剪、清除杂草、病虫害防治、施肥等养护

工作，积极营造精细优美的绿化景观。

12

月以来， 园林部门累计完成路

段及公园补栽草皮

1500

余平方米， 麦

冬

2000

余平方米 ； 维修损坏的树池

28

处。

在 龙 潭 湖 公 园

里 ， 园 林 工 人 化 身

“ 保洁员”， 正在清理

落叶、 清除公园死角

垃圾、 蜘蛛网、 白色

垃圾及陈旧垃圾 ，擦

洗垃圾桶和标识牌，保障公园环境干净

整洁。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风景优美、

干净整洁的公园环境不可或缺。 在清理

的同时，也积极引导市民文明游园，制止

乱丢垃圾、园内吸烟、破坏生态环境和公

共设施、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进一

步提升公园卫生质量，为广大市民创造

一个优美的游园环境。 （ 徐素琴）

哪里有花草树木， 哪里就有园林工

人。 姹紫嫣红的花坛、整齐划一的行道

树，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饶城依然绿意

浓浓，这都离不开园林工人的辛勤付出。

他们的工作似乎并不起眼，然而正是有

了许许多多像园林工人一样人们的默默

付出，我们的城市才越发美丽，文明之花

才被“浇灌”得越发鲜艳。 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关键时期，我们人人都要立足

岗位、恪尽职守，种好“责任田”，当好“主

人翁”。 只有人人参与，人人都争当文明

使者，才能使上饶在建设文明城市的道

路上行稳致远。 （ 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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