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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聚焦全面从严

治党问题，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随后，六千

余字的全会公报，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解读的重点。中汽国际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同时，切实

以全会精神指导工作实践。

11月21日上午，公司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

会议，集中学习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以

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由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韩晓军同志主持，公司党委中心组

成员、中层骨干和各党支部委员参加了会议。

韩晓军书记首先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并提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具体要

求，公司党委副书记彭明京同志传达了《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

报》，领导班子成员分别领读了《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

最后，韩晓军书记对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会精

神。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公

司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形

式，原原本本、学深学透全会精神，全面准确把握

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迅速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二是紧密结合实际，做

好公司党建工作。把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与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

神紧密结合起来，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按

照国资委和集团党委的要求，完成公司章程修

改、完善党建规章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凝聚

人心，激发正能量，为公司创新发展提供坚强的

思想、组织和制度保障；三是融会贯通，将全会精

神落到实处。把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全

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与公司当前生产

经营中心工作融会贯通起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

的表率意识和担当意识，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

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和更努力的干劲圆满完成全

年的各项工作。 杜海庆/文

11月 14日上午，在全党全国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之

际，公司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召开支委

扩大会，认真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进行“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会上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内容。

党支部成员在发言时一致认为，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

略部署，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源自党章、臻于实践，是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推进标本兼治的重要制度成果，必将

在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我们一定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头等大

事，迅速带领党员学，按照要求做，推动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公司党委副书记彭明京同志参加会

议并代表公司党委韩晓军书记向老同志

们表示亲切慰问和真诚感谢。结合当前

形势，结合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的有关

要求，他介绍了公司关于老同志工作的

情况。一是公司党委韩书记十分重视和

关心老干部工作，党委工作部门不断改

进服务工作；二是新形势、新常态下，中

央及各级党委对国有企业各项工作都有

新要求、新标准，我们要跟上形势、遵守

规定，按照党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还需要得到老干部的理解与支持；三是

要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贯彻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按照公司党委

党建工作大格局思路，老干部党支部也

需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和党员管理教

育，当前要特别抓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开拓思路、创新方

式，努力为公司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提

供正能量。与会老干部支部陈根德书

记、支部委员陆伍零、方锡清同志表示，

一定在公司党委领导下，加强学习与沟

通交流，做好支部各项工作。党群工作

部为老干部党支部发放了最新政治学习

材料并对建立该支部党员微信群提出具

体要求。 杜海庆/文

10月30日，中汽国际印度电站项

目现场临时党支部扩大会议在工地办

公室圆满召开，公司党委副书记彭明

京、副总经理陆一舟出席了会议。

谭默涵同志代表临时党支部向

支部大会汇报了支部构成情况、工作

体会和思想心得，分析了临时党支部

组织建设和理论知识学习方面的不

足。公司党委副书记彭明京代表公

司党委对长期工作在印度项目现场

的各位党员同志和积极分子表示慰

问，感谢大家对电站项目的奉献及其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他在会上传达

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公司

党委对基层党支部的各项要求，并表

示有困难随时联系公

司党委，党组织永远

是最坚强的后盾。他

要 求 全 体 党 员 通 过

“两学”重新审视自

己，切实“做”一名合

格党员。同时，要严

守党内纪律，有针对

性地开展组织活动，

关心同事，重视学习，

遇到困难冲锋在前，落实“严、实、拼、

新”在海外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真正

体现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在

业务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国

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优势。彭明京副

书记还给临时党支部带来了新《党

章》、“两学一做”系列读本等最新政

治学习材料。

会上，项目现场临时党支部的各

位党员踊跃发言。他们表示，常驻海

外更要加强学习，保持同国内党员同

步，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都不会

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谭默涵/文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

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深化和巩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成果，公司成立澳门车

展项目临时党支部（以下简称“临时

党支部”），以确保第六届中国（澳

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圆满成功。

11 月 2 日，临时党支部召开党

员（扩大会议）和澳门车展现场动员

会议，全体在澳项目组成员参加了

大会。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结合境

外项目的实际和本职工作完成情

况，汇报了个人在第六届中国（澳

门）国际汽车博览会上将如何践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以及要

如何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在工作岗位上抓住工作重点、克

服工作难点的想法。

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澳门项目临

时党支部建设，重视发挥党建工作

在境外展览项目上的重要作用，温

忆梅副总经理代表公司党委委员做

了工作部署。具体来说，一是认识

到位、行动自觉，每名党员都要把思

想统一到公司党委的决定和工作职

责上，认真履职、积极工作，圆满完

成第六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

会任务；二是澳门车展在境外举办，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影响力大，

临时党支部一班人要凝聚合力，上

下同心，多实践、多研究、多总结，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到筹划有目标、

落实有章法、工作有效果，实现业务

工作和党建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的最佳效果。

把党组织建在项目上，贯彻全

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行动，是中汽国

际党委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

对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

义。据了解，为将一线党建工作做

到实处，临时党支部届时将运用手

机微信、QQ群等载体和形式，注重

发现和大力宣传在本次博览会项目

实施中涌现出的优秀党员、先进事

例，充分利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成果，重视发挥好共产党员的示范

和引导作用。临时党支部书记、国

际展览一部总经理宋长颖主持了

会议。 刘文思/文

1 一 个 新 提 法

■ 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这一提法。

2 两 个 文 件

■ 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式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3 三个“不变”

■ 从严治党的决心不变

■ 党要管党的措施不变

■ 严惩腐败的力度不变

4 四种“意识”

■ 政治意识

■ 大局意识

■ 核心意识

■ 看齐意识

5 五个“反对”

■ 坚决反对搞两面派、“两面人”；

■ 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 坚决反对隐瞒不报、报喜不报忧；

■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

■ 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

6 六个“不准”

■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

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 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

■ 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

■ 党内不准搞人依附关系；

■ 对涉及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对党员反映的

问题，任何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不准隐瞒不

报、拖延不办；

■ 涉及反映问题的领导干部应该回避，不准干

涉或插手组织调查。7 七个“禁止”

■ 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

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 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 坚决禁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

行为；

■ 坚决禁止向党伸手要职务、要名誉、要待遇

行为；

■ 坚决禁止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决

定的行为；

■ 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

照顾；

■ 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

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

8 八个“不允许”

■ 党内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特殊组织和特

殊党员；

■ 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 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

■ 决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

■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

工负责相结合，是民主集中的重要组织部分，

必须始终坚持，如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

■ 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 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

■ 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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