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组织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
民主生活会方案

根据《中共咸宁市纪委机关、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印发<关

于认真开好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咸组通〔2019〕2 号）精神，市委组织部拟于近期召开

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会议主题

这次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

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凝聚强大力量。

二、方法步骤

（一）会前准备工作

1.精心组织学习研讨（2 月 4 日前）

（1）个人自学。借助支部主题党日等载体，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研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上海

和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纪念

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领会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防止和克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

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有关党内法规。

（2）集中学习。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采取部务会理论学

习中心组的方式组织专题学习研讨（方案见附件 1），时间不少

于 1 天。通过学习，进一步坚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

实做到“两个维护”。

2.查找突出问题（2 月 13 日前）

部领导班子和部务会成员要紧扣民主生活会主题，重点从思

想政治、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 3 个方面查找自身存在的差距和

不足。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是否到位，是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准政

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积极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敢于担当责任、



勇于直面困难，创造性开展工作。党员领导干部要重点查找是否

存在不想为、不愿为、不敢为、假作为等突出问题。三是贯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清正廉洁、秉公用权，坚决防止和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头转变作风，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务求

实效。是否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表态多调门

高、行动少落实差，“走过场”“做虚功”等表现。是否存在工

作安排部署脱离实际、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等突出问题。

从严从实查找突出问题，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广泛征求意见。采取座谈走访、书面征求意见、设置

意见箱和利用咸宁组工网等多种方式（方案见附件 2），征求基

层党组织、分管领域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部务会成员结合“支

部主题党日”、“党代表联系日”等活动，深入基层一线，认真

听取意见建议。

（2）开展谈心谈话。严格落实“四必谈”（主要负责同志

与班子成员必谈、班子成员相互之间必谈、班子成员与分管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必谈、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必谈）

的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要与各科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普遍谈

心（方案见附件 3）。谈心谈话要一对一、面对面,既谈工作问

题、也谈思想问题,既谈自身差距、也提醒对方不足，指出问题

要点出具体表现，相互谈透产生问题的原因及改进措施。

（3）撰写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部领导

班子及部务会成员要深入查摆问题，查摆问题要紧密结合实际，



把班子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坚决防止以上级

指出的问题代替自身查找的问题、以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以

下级或他人问题代替自身问题、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问

题、以曾经查找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代替新发现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聚焦主题，联系思想工作具体事例，对准 3 个

方面问题，认真撰写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部

领导班子和部务会成员要对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的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逐项作出报告，没有落实的要说明原因。部务会成员对本

人重大事项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以及组织约谈函询等问题，

要逐项作出说明，受到问责的要作出深刻检查；管辖范围内有名

贵特产类特殊资源的，要对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

作出说明。部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起草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对

部务会成员发言提纲审阅把关。坚决杜绝他人代笔、照抄照搬，

甚至从网上下载、购买相关材料等行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二）召开民主生活会

1.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初定 2019 年 2 月中旬，会期半天（具体待定）

地点：二楼小会议室

2.参会人员

全体部务会成员

3.会议议程

会议由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徐



仕新同志主持，具体议程如下：

1.徐仕新同志代表部领导班子进行对照检查，然后进行个人

对照检查发言，其他部务会成员对其进行批评帮助；

2.部务会成员依次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部务会成员

对其进行批评帮助。

三、有关要求

1.建立整改清单并抓好整改落实。部领导班子及部务会成员

要结合征求意见情况以及民主生活会展开批评情况，对查摆出来

的问题进行再次梳理，部领导班子及成员要建好整改清单，明确

整改目标、措施、时限。整改清单兑现情况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

范围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2.及时通报和上报民主生活会情况。民主生活会结束后，部

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会议，通报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

通报范围为：部务会成员、其他县级干部和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

民主生活会召开后15天内，向市委报送民主生活会情况专项报

告。报告附部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部务会成员个人发言提纲，

部领导班子和部务会成员整改清单，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讲话，部

务会成员开展相互批评原始记录。

3.其他有关事项。部办公室负责做好部领导班子2018年度民

主生活会的各个环节的联络服务和综合协调工作，重点做好部领

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整改清单的起草送审，学习资料的汇编印

发、征求意见的组织实施、谈心谈话的协调服务和民主生活会的



材料收集、会务服务、会议记录及相关材料报送等工作。

附件：1.部领导班子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研讨方案

2.部领导班子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方案

3.部领导班子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方案

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9年1月28日



附件1

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
专题学习研讨方案

根据《中共咸宁市纪委机关、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印发<关

于认真开好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咸组通〔2019〕2 号）精神，经部领导同意，拟组织开

展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研讨，现制定方案

如下：

一、学习主题

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为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强大力量。

二、学习时间、地点

时间：2 月 1 日（星期五），会期 1 天

地点：部机关二楼小会议室

三、参加人员

全体部务会成员

四、学习安排

专题学习研讨会由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市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徐仕新同志主持，主要内容如下：

上午

09:00-12:00 部务会成员集中自学《党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和《市委组织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

主生活会学习资料》

下午

15:00-17:00 王江、胡泉、张志才、朱云波、郭扬城等同

志依次围绕学习主题开展研讨（每人发言时间 10 分钟）

五、有关要求

1.办公室负责方案送审、发放通知、学习资料准备、会场

会务以及影像资料留存等相关工作。

2.参会人员要严守会议纪律，不得无故缺席，确因特殊情

况不能到会的，须履行请假手续。



附件2

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
征求意见方案

根据《中共咸宁市纪委机关、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印发<关

于认真开好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咸组通〔2019〕2 号）精神，部领导班子拟于 2019 年 月

旬召开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根据要求，要采取座谈走访、设

置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和网络征询等方式征求意见建议。现

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2 日

二、主要内容

紧扣民主生活会主题，重点围绕以下 3 个方面内容征求意

见：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

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否

到位，是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准政治方

向、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2.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积极应对

新形势新挑战，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困难，创造性开展工作。

党员领导干部要重点查找是否存在不想为、不愿为、不敢为、假

作为等突出问题。

3.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清正廉洁、秉公用权，坚决

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头转变作风，知行合一，真

抓实干，务求实效。是否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走过场”“做虚功”等表现。

是否存在工作安排部署脱离实际、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等突出问

题。

三、方式途径

1.走访联系：部务会成员走访联系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部分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党代表和基层党员群众，听取对

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建议。

2.设置意见箱：部办公室在机关院内设置“市委组织部领导

班子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箱”，收集党员干部群众对

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建议。

3.发放征求意见函：部办公室负责向各县（市、区）委组织

部和市直各单位发放征求意见函，征求各地各单位对部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的意见建议。

4.网络征询：信息管理中心负责通过咸宁组工网、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平台，征求各地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部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的意见建议。



附件 3

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
谈心谈话方案

根据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开好 2018 年度党

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施方案》（咸组通〔2019〕2 号）精

神，为从严从实开展谈心谈话，现就部领导班子 2018 年度民主

生活会谈心谈话制定方案如下：

一、谈心谈话内容

紧扣民主生活会主题，重点围绕以下 3 个方面内容交心谈

心：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

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否

到位，是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准政治方

向、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2.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积极应对

新形势新挑战，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困难，创造性开展工作。

党员领导干部要重点查找是否存在不想为、不愿为、不敢为、假



作为等突出问题。

3.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清正廉洁、秉公用权，坚决

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头转变作风，知行合一，真

抓实干，务求实效。是否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走过场”“做虚功”等表现。

是否存在工作安排部署脱离实际、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等突出问

题。

二、谈心谈话对象

（一） 同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1.部务会成员（6 人）

徐仕新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郭扬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朱云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县）

张志才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

胡 泉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王 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所在党支部负责同志（1 人）

廖智伟 市委组织部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

（二）徐仕新同志

1.部务会成员（6 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郭扬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朱云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县）

张志才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

胡 泉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王 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有关负责同志、所在党支部负责同志（16 人）

佘蒲生 市委党建办副主任

杨志奇 市考评办专职副主任

蔡乾启 市党员教育中心主任

余 江 市党代表办专职副主任

邱剑军 市委组织部副县级督查员

廖智伟 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

黄 鹏 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费海喜 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科科长、党政干部科科长，

部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

贺 臻 市委组织部企事业干部科科长

成 西 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科长

叶晓琴 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

黄 智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科长

杨 奇 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科长

杨 昌 市委人才办副主任

王伟俊 市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

程 飞 市专家服务中心主任



（三）郭扬城同志

1.部务会成员（6 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徐仕新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朱云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县）

张志才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

胡 泉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王 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有关负责同志（1 人）

杨 奇 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科长

3.所在党支部负责同志（1 人）

费海喜 市委组织部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

（四）朱云波同志

1.部务会成员（6 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徐仕新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郭扬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张志才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

胡 泉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王 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有关负责同志、所在党支部负责同志（4 人）



贺 臻 市委组织部企事业干部科科长

成 西 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科长

叶晓琴 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

杨 昌 市委人才办副主任，部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

（五）张志才同志

1.部务会成员（6 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徐仕新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郭扬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朱云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县）

胡 泉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王 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有关负责同志、所在党支部负责同志（7 人）

佘蒲生 市委党建办副主任

蔡乾启 市党员教育中心主任

余 江 市党代表办专职副主任

廖智伟 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部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

黄 鹏 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王伟俊 市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

程 飞 市专家服务中心主任

（六）胡 泉同志

1.部务会成员（6 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徐仕新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郭扬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朱云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县）

张志才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

王 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七）王 江同志

1.部务会成员（6 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徐仕新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郭扬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朱云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县）

张志才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

胡 泉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2.有关负责同志（1 人）

黄 智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科长

3.所在党支部负责同志（1 人）

费海喜 市委组织部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

三、谈心谈话时间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3 日

四、有关要求



1.谈心谈话要一对一、面对面，坦诚相见、交流思想、交换

意见，既谈工作问题、也谈思想问题，既谈自身差距、也提醒对

方不足。

2.指出问题要点出具体表现，相互谈透产生问题的原因及改

进措施。

3.对群众意见较大、自己认识不到位的同志，要重点帮助；

对彼此意见有分歧、思想有疙瘩的同志要敞开谈，把矛盾和问题

解决在民主生活会前。

4. 部务会成员相互之间谈话一对一只用开展一次，不用重

复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