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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抓
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
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一系列管党
治党的“组合拳”，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赞誉。

2016 年以来，各级组织部门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确指引下，紧跟党
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步伐，切实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在服务大局中明确政治站位，在聚焦主业
中把握政治定位，在稳中求进中积极作
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步。

筑牢党员思想理论根基

加强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是全党同
心同向、步调一致的根本保证。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接续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
修养、严明纪律规矩、解决突出问题。2016
年开始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把
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让 440 多万个
基层党组织接受洗礼，让8800多万名党员
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里经受锻炼。

“两学一做”，“学”是基础。中心组专题
研讨，党支部、党小组以“三会一课”等形式
集体学习，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生活，广大党员积极
运用微信、手机客户端、APP 平台等方式
学习⋯⋯各地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百万
党员网上答题”、“万场党课到基层”等活
动，组织党员系统学习党章党规，系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两学一做”，“做”是关键。各地坚持把
“做”落脚到解决问题、岗位奉献上，组织动
员广大党员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各
项工作中建功立业。“戴党徽、亮身份、践承
诺”，“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劳动竞
赛”⋯⋯在立足岗位作贡献中，广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具体实在、可视可感。

与此同时，组织战线把加强干部教育
培训作为服务大局的重要抓手，一年来培
训各级各类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1900
多万人次，中组部调训省部级干部1488人
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迅速分层
次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培训，用中央最新
精神武装头脑，让全面从严治党内化于心，

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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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大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坚决防止干
部“带病提拔”，持续整治跑官要官、买官
卖官、拉票贿选等不正之风⋯⋯一年多
来，各级组织部门“严”字当头、“实”字托
底，把严和实的要求贯穿到选人用人全过
程、管理监督各方面。

——从严搞好换届，确保风清气正。
选人用人，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
键性、根本性问题。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中
组部认真组织开展十九大代表选举和十
九届“两委”人选考察，精心做好省市区党
委换届工作，切实加强对市县乡领导班子
换届的指导。落实“凡提四必”制度和党委
书记、纪委书记廉政把关“双签字”制度，
把一批有“硬伤”的干部挡在了门外。

——推进“能上能下”，促进履责担
当。让“有为者有位，无为者失位”，干部干
事才有强大动力，改革发展才有可靠保
证。中央出台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
定，亮明了干部优与劣的标尺、上与下的
准绳，为做好干部“下”的工作提供了制度
依据。各级组织部门把狠抓落实作为硬任
务，细化标准、完善程序、加大力度，对政
治上不坚定、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
为、作风上不端正、能力上不胜任的干部，
坚决进行组织处理。《规定》实施以来，已
依规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 1.7 万多人，其
中中管干部 94 人，“能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已经成为鲜明导向。

——突出长管长严，加强日常管理。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严管才是真正的厚
爱。各级组织部门坚持抓早抓小、严在经
常日常，一年来共提醒、函询、诫勉干部
37.5 万人，其中中管干部 510 人。修订领
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加大抽查
核实力度，迄今已有12.5万名干部因不如
实报告受到处理。持续开展“三超两乱”等
专项整治，全国超配的副处级以上领导职
务基本消化；累计调整副处级以上“裸官”
1374人，对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
证件的 3.5 万名干部进行了处理。结合中
央巡视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重点督办
选人用人问题 321 个，纠正违规任用和追
究责任人员 2763 人次；完成干部人事档
案审核，重新认定351.5万人档案信息，以
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了一批干部档案

造假问题⋯⋯

全面推进基层党的建设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年来，各级组
织部门坚持强基固本、大抓基层，着力推
进农村、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社会组织
等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把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召开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座谈
会，推动各地整顿 3 万个贫困村软弱涣散
党组织，调整5000个贫困村党组织书记，
选派18.8万名村党组织第一书记、12.8万
个驻村工作队，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带领
群众致富的能力。向 680 个贫困县划拨中
管党费1.16亿元，用于“十三五”期间开展
脱贫攻坚专题培训。

——分类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召开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深入研
究解决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
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把党的领导融入公
司治理，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
制，配备中央企业专职副书记。巩固扩大党
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非公有制企业、社
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持续提高。抓紧抓实
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坚决防止“灯下
黑”。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好基层
党组织按期换届、党员关系排查、党费收缴
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评选表彰“两优一先”。纪念建党
95周年之际，首次以党中央名义评选表彰
100 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00 名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300 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推出了“B 超神探”贾立群、“老炮书
记”傅企平、30 年“马不停蹄”马善祥、“当
代新愚公”李保国、“生命之舟”琼沙 3 号
党支部等一批先进典型。制作播出电视专
题节目《榜样》，集中展示优秀共产党人的
时代风采，积极传播正能量，营造见贤思
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从严治党，既靠教育，也靠制度，二
者一柔一刚，必须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一年
来，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要
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继
续推出一批重要改革举措，中央确定的到
2017年的改革任务已完成70％以上。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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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形势
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净化
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组织
部门及时把学习贯彻《准则》《条例》纳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党员干部对照
标准查、聚焦问题改、按照要求做，确保学
习贯彻工作落到基层、取得实效。为进一步
规范民主生活会，中组部修订了《关于县以
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的若干规定》，推动各级党组织把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武器用足用够、用活用好。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制
定实施《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
见》，强化任前把关，严格责任追究。分别
印发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

“两个规定”，进一步推进公务员分渠道发
展。修订出台《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
任免事项守则》，进一步规范干部任免事
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落实。深化
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考核，推动述职评议考核向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领域拓展，13.7 万名党组织书
记、73万名党员群众代表参与了述职评议
考核，“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
作的意见》，首次对健全完善中小学校党建
工作管理体制、提升党组织建设水平等作
出规定，党建工作制度缺项不断补齐。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
大突破。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积极向用人主体放
权、为人才松绑，在广大人才中引起强烈
反响。各级组织部门突出“高、精、尖、缺”
导向，大力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深入推进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
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

——制度执行力度持续加大。坚持把
科学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
督查问责结合起来，对干部任用条例、推进
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意
见等重要制度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新
的一年，组织战线必将再接再厉，紧扣全面
从严治党主题，突出迎接十九大和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严和实的作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文/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以担当诠释忠诚 以作为彰显价值
——2016 年组织工作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者罗宇凡） 为
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活困难党
员和老党员的关怀，日前，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
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1.5 亿元，专门用于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
员，重点是农村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城市下岗失业
人员党员和老党员，灾区因灾致困、因灾致残的党员和
抗灾救灾中因公牺牲党员的家属。

按照党费工作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
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每年按全年党员实交党费
总数的 5％上缴中央，由中央组织部代中央管理这部
分党费。中央管理党费的使用，严格按规定履行审批
手续，每一笔开支都经过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集体审
议或决定，重要使用项目上报中央审批。目前，中央管
理党费主要用于：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编印或购买开展
党员教育的有关图书、资料和音像制品、设备；表彰和
慰问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组织；补
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支持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
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用于党的建设中需要使用中央
管理党费的其他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
工作。2013 年至今，中央管理党费共划拨 3.94 亿元，
专门用于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
员。同时，中央管理党费每年还划拨 3000 万元，用于
补助发放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建国前入党未享
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为纪念建党
95 周年，中央管理党费还划拨 1.73 亿元，用于“七一”
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此外，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部署，2016 年，中央管理党
费划拨1.16亿元，支持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
680个国家贫困县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连日来，江西省高安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开
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向抗战老兵、困难群众送上节
日的问候与关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祝福。图为当
地干部慰问石脑镇赤岸梅口 90 多岁的抗战老兵王家
宝（右一）。 梁剑锋摄

中组部划拨1.5亿元
党费用于两节慰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象花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2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12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晨辉路1号附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防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3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7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永盛南街2号3栋1楼9-10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四川师范大学
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4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1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菱安路 337、339 号
一楼商铺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5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4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紫荆北路1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云影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6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07月0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云影路2号附8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延商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7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1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84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一巷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8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5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荷花池市场东三区肖四巷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笋塘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9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9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12月1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解放路一段75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牛沙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0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0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5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牛沙路166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白云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1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05月2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国学巷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湖三千里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2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6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和路71-7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3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11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南路82号四凱大楼底楼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尚品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4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10月1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聚荟街 375、377、
379、381和38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房苑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5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12月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房苑东路26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九里堤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6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7月2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九里堤北街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蒲柏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7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11月17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2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8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7月2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文华路2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沙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9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19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6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阳路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藤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0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0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12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紫藤路 6 号附 7 号、
附8号、附9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升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1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6月0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升东路2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广福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2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9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广福路5号双楠花园
5-3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大石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6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1月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大石西路3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九里堤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7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7月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九里堤南路78号北丽苑底楼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实业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8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7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实业街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鹭岛国际社区
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4U25101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3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5月0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置信路 57 号附 66-
6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紫坪铺
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5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89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龙池镇紫宽路64、66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5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白江上北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99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92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上北街
65-67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和盛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9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柳下路14号、
16号、18号、20号、22号、24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通济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9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景山社区4组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黄水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6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双流县黄水镇顺河上街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9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籍田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7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籍田镇新华路一
段38、38附1、40、42、44、4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9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9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8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太平街道长龙街
1、3、5、7、9、1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五福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09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84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8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五块石路12号1栋1
层1号、1栋2层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07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欧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3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7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桐梓林路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一品天下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4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12月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28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仙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25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4月0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洪山北路 99 号附
15、16、17号“仙湖公馆”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逸家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0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12月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三路 98 号 17
栋附120、121、20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观凤楼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1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3月10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太平街下段蜀西商城底楼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翔凤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8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2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3月10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657、659、
661、663、687、68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涌泉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5101005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3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涌泉光华大道三段
869、871、873、875、877、879、88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