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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中心“三严三实”党课素材 

 

践行“三严三实” 

助推中心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陈仁义 

同志们： 

今年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 2015年

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了

安排。5 月 22日上午，地调局召开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动员部署会，局党组书记钟自然讲了题为《践行“三严三实”   

以优良作风全力推进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专题党课，

并对全局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了动员部署。局党组

和局领导的行动，既吹响了局系统“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

进军号，也为我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榜样。 

今天，我们召开沈阳中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部

署会，标志着沈阳中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式启动。我

在这里讲一次专题党课，这既是中央要求的规定动作，也是

按照局党组的要求，履行我作为中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会后，党委将下发中心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实施方案，对中心开展专题教育作出具体安排。下

面，我就个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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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的专题党课，联系中心干部队伍的实际，谈谈对“三严

三实”的认识和体会，与大家进行交流并共勉。 

    一、准确把握“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和开展专题教育

的重大意义 

2014 年 3月 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各级领导干部

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之后，习总书记

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三严三实”，在全党、全社会引起

高度共鸣，形成了广泛共识。 

（一）认真理解和领会“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 

   “三严三实”虽然只有短短的 6 句话、24个字，但言简

意赅、概括精辟、内涵丰富、寓意深刻。 

  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

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

风邪气。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摆在第一

位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

身。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修身正己最主要的就是强化党的意

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和人

民工作，对党忠诚，任何时候都要对党、对组织襟怀坦白。

回忆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

一条就是党员领导干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战士同呼吸

共命运。正因为将不畏死，所以兵不惜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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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以用权，就是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办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

私。古人讲，“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

则不为邪所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

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

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公权姓公，一

丝一毫不能私用。同理，公款姓公，一分一厘不能占为己有，

也不能违规乱花。审计发现的问题已经给了我们沉痛的教

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大家一定要认真汲取！时刻牢记：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一定要把秉公用权作为

底线，确保公权行使不越轨、不谋私。 

  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

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改革开放以来，领

导干部要经受的考验和诱惑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错综

复杂。要想经受住考验、抵挡住诱惑，关键靠自省自律，靠

节制私欲，靠自我修炼，靠自我约束，始终保持对党纪国法

的敬畏之心。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讲的就是要不断反

省自己，守得住艰苦、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考

验。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慎独慎微，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谨防得意忘本、得意忘形，始终保持一身

正气。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出点子、

定方案、制定政策要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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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好高骛远，不

脱离实际。谋事要实，是“三实”的基础，其本质要求是求

真务实、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

须秉持正确的政绩观，不唯上，不唯书，不为私谋事，只为

民谋利；工作中不照抄照搬，把上级精神与本单位、本部门

的实际有机结合，准确分析本单位、本部门的优势和劣势、

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研究确定工作目标及实施方案与措

施，找准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

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

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佳绩。俗话说，苗栽不

实则亡，树植不深则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马上就办。这都需要我们

拿出“为官避事平生耻”的骨气，在问题和矛盾面前不躲避、

不退缩、不推脱，而是用心、用智去解决、去处理。要舍得

自我牺牲，主动扛起推动单位和部门发展的责任，抢抓机遇、

敢做敢为，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

老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胸怀坦荡、与人为善。这是做

人的基本要求。古人讲，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以诈御

人者，人亦以诈应。党员领导干部为人处世做官应当诚实守

信，虚怀若谷，做到思想上与党和组织同心，行动上与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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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同步，对群众真情实感，对同志真心实意，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只有如此，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 

  “三严三实”是新形势下党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新要

求，是党对领导干部政治品格和做人操守作出的最基本的规

范。我理解，“三严”是内在要求，讲的是主观世界的改造，

“三实”是行为取向，讲的是客观世界的改造。“三严”和

“三实”体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知”和“行”、内在自

觉与外在约束的辩证统一。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如果

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核心思想，就是：对党忠诚、个人干净、

敢于担当。“三严三实”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极大丰富与发

展，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重

要遵循。 

   （二）深刻认识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意义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 2013年以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作风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效的关键时期。中央决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又一次向全党发出的全面从严治

党、从根本上解决“四风”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的动员令。对于巩固和扩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

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言行、凝

聚党心民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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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组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提出了实施“九

大计划”、推进六项改革、落实目标责任、实现“六个一流”

的目标方面见成效、确保“两出一不出”（出大成果、出大

人才，不出大问题），努力增强地质调查队伍的创造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的总体工作目标和任务。在这个总体目标和任

务框架下，中心确定了十项主要工作目标和十二个方面的重

点工作。要实现这些工作目标、完成好这些工作任务，处级

以上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由思想

自觉引领行动自觉是保障。所以，中心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

定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

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精神实质。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深入查摆党员领导干部“不严不实”问题 

新一届局党组成立以来，做出了四项重大决策部署。尤

其是坚决落实党中央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大力加强作风建设，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攻坚克难、

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使“不干事、不担事”等突出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自 2014 年 11 月下旬组

建至今，以 2014年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开展财

务专项整治、内部结构调整、中层干部聘任为契机，深入贯

彻局党组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使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

有了明显改观。可以肯定地说，中心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职

工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四风”问题还

有所表现，前几天钟自然局长在“三严三实”教育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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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查摆出局系统“不严不实”的一些问题在沈阳中心也不同

程度存在，尤其是有些干部的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还不适应

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按照中央和部、局党组关于

要从修身不严、用权不严、律己不严，谋事不实、创业不实、

做人不实等六个方面认真查找存在突出问题的要求，我对中

心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

题： 

(一)学风不正，轻视学习。有的心浮气躁，静不下心来

读书、学习。有的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缺乏政治敏感性和

政治鉴别力。有的以干代学，忽视业务理论研究，工作中不

求甚解，凭以往经验和惯性思维办事。有的办公室或家中书

柜里的书籍成了摆设，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翻翻、看看，临

阵磨枪。由于不重视学习，导致有的干部“坐井观天”，出

现问题之后，自然找不到症结。比如，审计中发现的违规违

纪问题，管理方面的原因固然存在，但有些人主观方面对财

经法规制度学习的欠缺也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还

有，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在执行上级决策部署或是解

决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时想不出好的办法，拿不出好用的

招数，导致事倍功半。 

(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有的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

封、满足于守摊儿看堆儿，创新意识、进取精神消退。对于

领导交办的工作，有的为贯彻而贯彻，敷衍应付。有的对待

工作要求不高，把关不严，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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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甘于平庸混日子，心安理得熬年头，没把心思全都放在

履职尽责上，不遵守劳动纪律，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炒股票、

逛淘宝、玩儿游戏。 

(三)缺少勇气，不敢担当。有的对于工作中遇到的矛盾

和难题，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特别是面对急难

险重任务，有的产生畏难情绪绕着走，关键时刻卸担子、掉

链子。有的因为违规违纪被审计发现，认为现在受到纪律遏

制，类似过去吃点儿喝点儿的费用都不好解决，工作没有以

前那么好干了，所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了不出事、宁

愿不干事、不担事。 

(四)疏于管理、放纵下属。从审计发现的问题来看，相

当一部分干部职工并不是一开始就违规违纪的，在年初的处

级干部考核和刚刚结束的中层干部聘任中，有的群众评议或

评价还不错，但为什么会发生违规违纪问题？我认为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部门主要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没有真正负起监管责任，党风廉政教育走过场，对下属疏于

管理。有的怕在民主测评时丢票就不得罪人，当好好先生。

当然，也有的人自身不干净，底气不足、腰杆不硬。 

(五)做人不实、公私不分。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会上信誓旦旦，会下信口开河、评头论足、我行我素。有的

对领导唯唯诺诺，听不进下属的意见建议，对职工颐指气使。

有的处理问题时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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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的徒有虚名，在野外工作记录、撰写论文过程中弄虚

作假。有的滥用权力，虚报冒领、挪用公款，私设“小金库”。   

以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方面比如存

在体制机制漏洞、外在要求不严、约束力不强的问题，也有

对干部职工队伍监督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制度执行力

不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如果让这些不严不实的问题任意发展下去，无

论对职工个人还是衷心的事业发展都是百害无益。所以，务

必请大家高度警醒，引以为戒。     

三、下大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借这次专题教育的东风，中心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切实

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坚持用“三严三实”的戒尺规范自己

的言行，真正“严”字当头、落到“实”处，进一步严纪律、

强约束、敢担当、务实干。我重点讲四条意见： 

(一)加强理论学习，补足精神之“钙”。 

这几年社会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领导干部违纪案例都

充分证明：一个领导干部，无论职位多高，如果平时不注重

学习，时间久了，难免会得“软骨病”，被歪风邪气所侵蚀，

导致政治上迷茫、道德上失范、生活上放纵。所以说，学习

是提高思想认识的前提，是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政治免

疫力的有效途径，是筑牢理想信念、补充精神之“钙”的必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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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

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在浙江主政时他就

强调：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

是加强学习。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把学习当成一

种习惯，坚持每天读书、学习，日积月累、见缝插针，养成

良好学风。至于学什么，我的想法是，当前最迫切的应围绕

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进行系统学习武装，领会核心要义，掌握精神实质，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我们要按照中央和部、局党组的要求，

对必读书目原原本本地学，逐篇精读，学深悟透，不断坚定

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为民情怀和历史担当。二是认真学习

党章和法律法规，学习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党章是中国共

产党的总章程，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对领导干部的

基本要求。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章，弄清楚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弄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自觉增强

“底线”、“雷区”意识，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

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三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习

近平总书记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

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

辨是非”。我们要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作为做人的

思想支撑、文化支撑和哲学支撑。四是向英雄人物学、向先

进典型学，向身边的榜样学。最近，中心李永飞同志作为局

杰出青年之一，受到了局表彰；那福超同志被辽宁省直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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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授予“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中心在纪念“五、四”

青年节之际，评选表彰了十位优秀青年；中心党委还向局推

荐了“两优一先”人选和党支部。希望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要

向他们学习，不断激发自己内心的正能量，不断净化思想和

灵魂。五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

什么。 

(二)加强道德修养，坚持立身之本。 

    古往今来,我们中华民族就强调道德修养，强调做官先

做人，从政德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经据典，强调治国

先治吏，官清民自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

将不国。总书记在 1990年主政福建时写过一篇《为官四要》，

建议大家认真读一读，其中就讲到为官之德在于清廉，各级

领导的立身之本就是以德服人。 

我体会，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实际上就是修炼为官之

德，这不仅关系个人荣辱，更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政

权的民心向背，关系事业的成败。一名品德高尚的好干部，

犹如高山景行，让人仰止，即使政声人去后，仍获得百姓的

口碑。今年，我们选聘了一批中层干部。希望大家能够时刻

保持头脑清醒，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自我约束，

锤炼党性修养，用心涵养为民务实清廉的公仆情怀，慎独、

慎微，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以德自立、以德施政、

以德服众。绝不能沾沾自喜，自傲自负。落聘的同志也应正

确对待个人的进退得失，正确对待个人的成长进步，不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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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意冷、一蹶不振、牢骚满腹。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

是我们的处级以上干部要带头重视家庭建设，以身作则管好

家人，以良好的家教家风修身正行。家风是个人道德养成的

源头，家风纯，也有利于干部形成良好的作风。 

(三)秉公办事用权，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了会利国利民，用不好则损害党

的事业，也毁了自己、害了家庭。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大

家：很多人有权力了，往往会成为被“围猎”的对象。对这

个问题，我想大家或身临其境有所体验，或作为旁观者看得

更清，就是有的人尽管级别不高、手中掌握的权利不大，但

奉承、吹捧的人很多。奉劝大家也包括我自己，一定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有些人表面上对你恭敬有加，但心里是冲着你

手中的权力来的，甚至有极个别的人暗藏玄机。对公权力应

该谨慎使用、如履薄冰！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是责任，权力

是服务，权力是组织和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我们应该

自觉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要出以公心，办

事公道，关键时候能够为党为百姓豁得出去。新班子成立以

来，按照局党组的要求，把财务专项整治作为中心的首要大

事。局党组作为中心领导班子的坚强后盾，协调成立了专家

检查组，进入中心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随着专家检查组工作的不断深入，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

越多，情况越来越复杂，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也令班子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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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局党组始料不及。坦诚地说，当时面对如此之多的干部和

职工违规违纪，尤其是个别职工由于一时想不通而产生的消

极抵触情绪，我们所有的班子成员都曾因不被理解而困惑

过、也曾彻夜难眠过，甚至眼里流过泪、心里滴过血。但是，

为了尽最大努力挽救每一位违规的干部职工，中心领导班子

咬紧牙关，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推进

工作的措施。我们一边苦口婆心的做着说服工作，敦促相关

人员尽快提高思想认识、尽快排除各种干扰，尽快退回违规

资金。一边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向

局党组进行汇报，接受局党组的领导和检查工作组的指导。

局党组一直坚持力挺中心内部自查自改，不断进行多方沟通

与协调。年初，部、局派来了联合调查工作组，直到 5 月 22

日才暂时停止工作。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心的绝大多数

干部职工能够对局党组和中心领导班子的良苦用心理解很

多了。 

同时，新班子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自觉加强了对

权力运行的监督，有力地促进了权力规范运行。一是坚持民

主集中制，严格按领导班子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办事，凡重

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人事安排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

防止个人说了算，防止独断专行，防止公权私用。二是加强

事务公开，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事前、过程和结果的公开、透

明，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最大化。比如，建

设和开通了中心内网，为全面推行事务公开提供平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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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各类会议，均形成会议纪要，及时在内网发布；中心

决定从今年开始，每年 6 月份在内网发布项目预算执行率；

诸如“三公经费”使用情况以及办公用品、野外用品、劳保

用品等领用情况等，每年公示 1次，接受职工监督。 

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事务公开的范围，加快实现

中心各方面事务公开的常态化、全覆盖。同时，充分发挥纪

检、审计等监督部门的作用，坚决防止公权滥用。 

   (四)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履职尽责。 

检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效的标准和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一样，就是看整改成果。而落实整改就必须要苦干实干。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现状、迎难而上。要把握好以

下三点：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

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坚持实事求

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关键在于“求是”。

我们要在吃透上级精神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沈阳中心的实际

来进行决策。今年 4 月，我代表中心领导班子和局党组签订

了目标责任书，确定了中心本年度的重中之重工作、重点工

作和主要工作。这些目标和工作任务的确定，是以中心的现

状为基本依据的，虽然其中有些看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用

钟自然局长的话说，我们努努力、跳一跳，是够得上、摸得

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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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动真碰硬，敢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说，做人一世，

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

感到羞耻。作为领导干部，关键时刻我们要体现出责任感，

敢于拍板、敢于决策。新班子成立以来，自觉摒弃惯性思维，

全面重新制订了以《中心工作规则》为龙头的一系列规章制

度，为中心各项工作的规范运转提供了依据。同时，加强了

制度执行力，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逐步走上严格按制度办事、

用制度管人、管事的正轨。4 月份之后，又进行了中心内设

机构、工作职责及人员岗位的适当调整，开展了新一轮中层

干部选聘工作。基于精简机构、减少职责交叉、突出重点，

优化结构的原则，将原有的 29个部门调整为 19个。在内设

机构调整之初，首先开展了新一轮的中层干部聘任工作。这

次干部聘任工作遵循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依据《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严格规范聘任工作。二是严格遵

守干部职数核准制度。目前，重新选聘的处级干部陆续到位，

各部门人员调整已接近尾声。 

三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现在，局党组已经绘制了新

常态下地质工作的蓝图，中心的“两重一主”（指重中之重

工作、重点工作、主要工作）也已确定，关键是抓好落实。

中心处级以上干部要做好打硬仗、打攻坚战的准备。第一，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抓落实就好比

在墙上钉钉子，得钉到点上，连敲七八下才能牢固。对事关

中心发展的工程、项目等大事、难事，应该有一股拼劲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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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劲儿，务必抓出成效。第二，立行立改、马上就办。这是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党中央对整改落实工作的要求，

也是我们应该秉承的工作态度。对于中心一些急需解决而又

能够解决的问题，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组织实施，用高

效率和高质量赢得发展速度。第三，积极跟进，靠前指挥，

善作善成。2015年，是局系统落实未来六年地质调查工作部

署的开局之年，更是沈阳中心走出困境、打好基础的关键一

年。全体处级以上干部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多干一些利长远、

惠职工的实事。各党支部书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更应亲临

一线，以自身良好的工作作风和“榜样”形象带动干部职工。 

    四、精心组织、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中央对这次专题教育高度重视，局党组也将开展这次专

题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沈阳中心已将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纳入 2015年党建工作要点，作为重

要的政治任务贯穿于下半年的工作之中。这里，我提五点要

求： 

   （一）明确责任，坚持领导带头。中心党委全面负责这

次专题教育工作，曹贵斌书记和我都是第一责任人，我们俩

要自始至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昨天，党委会又进一步研究讨

论了中心《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施方案》，接下来

党委将全面组织实施，直到专题教育圆满结束、取得实际成

效。中心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都要率先垂范，当标杆、作示范，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学习提高、带头查找“不严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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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整改落实。各党支部

要全面负责本支部的专题教育工作，积极稳妥抓好责任落

实。 

（二）把握总体要求，将从严从实贯穿始终。虽然这次

专题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但并不意味着可

以放松要求。我们要按照中央和部、局党组的要求，把严的

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贯穿专题教育的全过程。特别是

要把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这四个“关键动作”抓细抓实抓到

位。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查摆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强化问题整改。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列出问题清单，

逐条梳理，逐项整改。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更要聚焦问题，

对号入座，深挖根源。 

   （三）抓好学习教育、打牢思想基础。要坚持把深化学

习教育放在首位，下足功夫、花足力气，安排充足的时间进

行自学和集体学。要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重点书目，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原原本本研读

党章党规，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领导班子理论中

心组要带头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带头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

风；各党支部要努力克服野外生产期间业务工作忙、人员分

散的困难，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努力提高学习效果。 

   （四）两手抓、两促进，强力推进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

实现。在 5月 22日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部署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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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自然局长曾强调：要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与深化

地质调查事业改革、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与完成各单位“两重一主”工作任务结合起来，与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结合起来，做到专题教育与日常工作有机融

合、相互促进，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面对当前沈阳中

心与局系统兄弟单位在个方面凸显的差距，中心领导班子感

到压力山大。但我们相信：只要中心上下团结一致、坚持真

抓实干，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实

现稳中求进，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与任务。 

    同志们，搞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意义深远、责任

重大。让我们在部、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党和人民赋

予的神圣职责，以饱满的热情和有力的举措抓好这次专题教

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避免出现“空、虚、偏”和“抄、

套、仿”的问题，确保专题教育有质有量、取得实效。以此，

助推中心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