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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6月以来，我国江南、华
南、西南暴雨明显增多，多地发生洪涝地质

灾害，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
抢险救援等工作，防灾救灾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多地进入主汛
期，一些地区汛情严峻，近期即将进入台风

多发季节。国家防总等部门要加强统筹协
调，指导相关地区做好防汛、防台风等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坚决落实责任制，坚

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结合，加强汛情
监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有力组织抢险
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维护好生产生
活秩序，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落到实处。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调整预
备役部队领导体制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决定》明确，自
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预备役
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
系，由现行军地双重领导调整为
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决定》指出，预备役部队是
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为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
是民的原则，对预备役部队领导
体制进行调整。

《决定》要求，中央和国家机
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履行国防建设责任，支持
预备役部队建设。军地有关单位
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
极主动协调，密切协同配合，做细
做实相关工作，确保预备役部队
领导体制平稳转换、有序衔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调整预备役部队领导体制的决定》

7月1日起预备役由党中央
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6月
28日上午，全市党的建设暨警示教育大会
在东山宾馆召开。市委书记张术平出席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主持，市级
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出席。

张术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
组织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始终，
思想政治建设在实践锻炼中得到了加
强，基层党组织在严峻考验中得到了巩
固，干部队伍在攻坚克难中得到了锻炼，
政治生态在正风肃纪中得到了优化。当
前，国内外发展环境严峻复杂，做好“六

稳”、实现“六保”任务艰巨，特别是今年
下半年我市将进入迎接“多个大考”、实
现“多重目标”的攻坚冲刺期，各级党组
织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以管党治党的新作为促进各项
工作新提升。

张术平强调，要以更严的要求落实管
党治党责任，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挺起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健
全党建工作机制，形成责任明晰、有机协
同、层层传导的管党治党工作责任体系。
要以更严的要求抓好基层党的建设，狠抓

乡村组织振兴，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
应，促进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加快“两新”组织党建提质扩面，推动各领
域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更
严的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重点工作
和基层一线中识别磨炼干部，落实关心关
爱基层干部各项措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要以更严的要求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
持之以恒纠“四风”转作风，加大案件查办
力度，靠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不断把全面
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陈飞在主持时强调，要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对照党章党规要求，深入开
展思想政治体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整治基层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为基层减负
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坚决扛起发展责
任，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守廉洁
从政底线，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以案为鉴开展警示教育，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叩问》。

张术平在全市党的建设暨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

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管党治党新作为促进各项工作新提升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 摄
影 柳昊杰）6月28日下午，市委书记张术
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晓敏，市政协主席朱秀香，市委副书
记吴承丙等市级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到胶
东红色文化陈列馆参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专题展览。

展览现场，一组组数据、一幅幅照片、一
段段视频、一件件实物，展示了全市上下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鲜活场景和感
人事迹，反映了我市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市领导认真听取介绍，
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参观结
束时，张术平作了现场点评，他指出，此次展
览主题鲜明、资料翔实，真实再现了今年以
来我市波澜壮阔的疫情防控工作历程，充分
证明了烟台党员干部队伍素质过硬、作风扎
实，令人深受感动、备感自豪。他强调，尽管
目前疫情防控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但
疫情尚未结束，风险仍然存在。各级各部
门要坚持一手抓常态化疫情防控、一手抓
经济社会发展，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落实落细对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管控措
施，形成闭环管理，确保不出问题；加强舆
论宣传，引导群众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养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统筹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
抗下行，坚定不移地稳住经济基本盘，不断
巩固拓展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
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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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我市日前印发
的《关于在全市开展作风大改进
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要求，烟台
市作风大改进领导小组办公室面
向基层和群众征求、收集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好人主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意见建议，“烟台市
作风大改进”微信公众号即日正
式开通。群众可通过关注“烟台
市作风大改进”微信公众号，按类
别点击进入举报界面，在规定区
域填写内容，即可完成信息上

传。公众号后台实行特殊加密处
理，有效保护信息安全。

“烟台市作风大改进”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

从滨海小城到建设宜业宜居宜游城市，烟台
正奋力迈向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

变大·变美·变靓

让我记住您的脸
“人民至上”——党领导下的烟台人民战“疫”专题展览昨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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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脊梁。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做好“六稳”工
作、实现“六保”任务，如何迎接下半年的

“多个大考”、实现“多重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昨日

上午，全市党的建设暨警示教育大会在东
山宾馆召开，回顾总结今年以来党的建设
工作，分析形势、梳理问题、研究对策。

“各级都要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
神，面对问题不回避、面对困难不退缩、面
对矛盾不躲闪，善于攻坚、勇于克难’”

“领导干部要从急难险重工作实践中经风
雨长见识，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会上，市委书记张术平语
重心长，提出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以管党治党新作为促进
各项工作新提升，引发与会党员干部的强
烈反响。

大江大河的“中流砥柱”，一旦有惊涛
骇浪袭来，就越发巍然挺立，展现平波镇
浪的巨大力量。

今年上半年，烟台走过了一段不平凡
之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阶段
性重要成果；我市经济复苏指数超过
100%，在中国335座城市中排前五位；潍
烟高铁、老岚水库、东方航天港等一批重
点工程重点项目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相继
进入集中实施阶段……

不平凡之路如何造就？关键在于各
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关键在于我们
有一支素质过硬、作风扎实的党员干部队
伍，关键在于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越是关键
时刻，越是非常时期，党旗始终在防控疫
情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高高飘扬。

“我是党员，我先上”“算上我”，1月
24日，正值农历除夕，烟台市诊治新冠肺

炎的定点医院奇山医院党委向全院党员
发出“齐心协力履使命，众志成城抗疫情”
倡议书，100多名党员主动请战，纷纷在请
战书上签下名字、按下红指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市
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担
当实干、冲锋在前，市县两级8.2万多名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员组成2200多支党员先
锋队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统筹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市67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
134个工作组进企业、进项目、进乡村、进
社区，奔波第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全市
60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62支“下基层”工
作队，扎根在战斗最前沿。

不向困难低头，不被挫折压倒，敢于
闯地雷阵，勇于涉险滩。今年上半年，全

市基层党组织在严峻考验中得到巩固，各
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广泛开展“四进”“双
报到”“志愿服务”等活动，有力促进了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
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会上，与会人员观看
了警示教育片《叩问》，从反面典型案例中
警示自我，永葆初心使命。

跋山涉水不改一往无前。今年以来，
我市政治生态在正风肃纪中得到优化。
通过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
开展警示教育，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实现了由“惩治极少数”到“管住大
多数”的转变。坚持反腐必严、除恶务尽，

集中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查办了一批重要职务犯罪案件，打
击了一批涉黑涉恶和“保护伞”，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逐步形成。

新机遇承载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担
当。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严峻复杂，做
好“六稳”、实现“六保”任务艰巨。特别是
今年下半年，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十三五”规划等面临大考，一批重大
工程、重点项目、重大事项进入实质性建
设阶段，我市将进入迎接“多个大考”、实
现“多重目标”的攻坚冲刺期，如何主动对
接、积极抢抓东北亚经济合作、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胶东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等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机遇，加
快跨越赶超步伐？ （下转第二版）

挺起攻坚冲刺的脊梁
——全市党的建设暨警示教育大会侧记

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侯召溪 摄影 柳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