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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八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3月1日
上午，中央第八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 会
上，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宁延令就即将开
展的专项巡视工作作了讲话，中央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就配合做好
巡视工作提出要求，王侠同志主持会议并
作了表态发言。
中央第八巡视组副组长李雪勤、刘安
成、李元成及巡视组全体成员，供销合作
总社党组成员出席会议， 总社监事会主
任、副主任，机关部门、直属单位负责人列
席会议。
宁延令同志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发表系列重要讲话，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引
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思想武器和行动
指南。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增强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
的政治责任。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体现
在党的自身就是理想信念宗旨的坚定性，
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是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要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看齐，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
目的、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根本途径、全面
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宁延令同志指出， 全面从严治党，基
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核心是加
强党的领导。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手段， 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
国之利器、党之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立中央
巡视工作方针，颁布实施新修订的巡视工
作条例，创新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进一
步明确政治巡视定位、 聚焦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巡视
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充分发挥。 实践证
明，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完全正确，巡视工
作顺党心、合民意，是党内监督的有效武
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是党内
监督的重要实现方式。
宁延令同志强调， 巡视是政治巡视，
不是业务巡视，巡的是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 巡视组将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
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认真贯彻巡视
工作条例和有关党内法规，以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镜子、以“四个意
识”为标杆、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突出
党的领导，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扣“六项
纪律”，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紧抓“三
个重点”，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倒逼改革、

促进发展。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同志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
视巡视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每轮
巡视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3次发
表重要讲话，为巡视工作深入开展指明了
方向。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巡视组
已开展8轮巡视，共巡视149个地方、部门
和单位，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55家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
22家中央金融单位全覆盖，发挥了全面从
严治党利剑作用。供销合作总社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的新精神，坚决落实政治巡
视要求。 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坚持党的领
导，增强“四个意识”，自觉把一切工作置
于党中央集中领导之下，更好地服从服务
于中央工作大局；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
建设，以巡视为契机，进一步抓深思想建
设、抓紧组织建设、抓实作风建设、抓严反
腐倡廉建设、抓牢制度建设，夯实党执政
的政治基础；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
治党，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建立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为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提供坚强保证。 供销合作总
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强化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 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地反映情况和问题， 充分信任、坚

集团公司召开党委专题扩大会议
本报讯 3月4日，新合作集团召开党
委专题扩大会议， 按照中国供销集团的
安排部署， 进一步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第
八巡视组专项巡视总社党组工作动员会
会议精神。 会议由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冯国光主持。
冯国光指出， 巡视工作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手段， 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
制度安排，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 党中
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听取每轮巡视情况汇报， 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13次发表重要讲话， 为巡视工作
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 发挥了全面从严治党利
剑作用。 冯国光强调，新合作集团全体党
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认识中央巡视工
作对供销合作社强化党的领导、 加强党
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重大意
义。 他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理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精髓，抢抓
发展机遇，推进改革；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守纪律、
讲规矩，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做遵守“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 的先锋模范和表率； 积极开展
“二学一做”活动，学习党章党规，重在明
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重在加强理论武
装、统一思想行动，做一名合格党员。
会议成立了新合作集团中央巡视组

工作联络小组。 会议要求按照王侠书记
在中央第八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华全国供
销 合作 总 社党 组工 作 动 员 会 的 讲 话 精
神， 把接受中央巡视监督检查作为经受
组织考验的过程、 党性锻炼的过程和自
我完善提高的过程， 积极主动接受巡视
检查，全力配合做好巡视工作。 要用好巡
视成果，不折不扣抓好巡视整改落实，把
专项巡视转化为推进供销合作总社全面
从严治党、深化综合改革的强大动力。

决支持、积极配合、同步监督中央巡视组
工作， 确保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圆满完
成。
王侠同志强调，供销合作总社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深刻认识中央巡视工作对供
销合作社强化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要把接
受中央巡视监督检查作为经受组织考验
的过程、党性锻炼的过程和自我完善提高
的过程，积极主动接受巡视检查，全力配
合做好巡视工作。 要用好巡视成果，不折
不扣抓好巡视整改落实，把专项巡视转化
为推进供销合作总社全面从严治党、深化
综合改革的强大动力。
据悉，中央巡视组将在供销合作总社
工作2个月。 巡视期间（3月1日—4月29日）
设专门值班电话：66008287， 专门邮政信
箱：北京市邮政2070信箱。 巡视组每天受
理电话的时间为：早8:00-晚20:00。根据巡
视工作条例规定，中央巡视组主要受理反
映供销合作总社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
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
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
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单位和
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中国供销合作网）

本报讯 3月1日，新合作
集团总部党支部在集团大会
议室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冯国光、党
委副书记郝彦领、 纪委书记
王永威、 党委委员王仁刚出
席会议。 会议按组织程序对
2015年度预备党员转正和新
党员培养发展进行了讨论和
评议。
郝彦领向与会党员传达
了总社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任务干部大会的精
神， 解读学习了总社党组副
书记、 理事会副主任李春生
的重要讲话和总社党组成
员、 党组纪检组组长佟宝君
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
冯国光对按期转正的预
备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提出
了希望和要求。 他说，公司全
体党员要继续保持好的工作
传统， 将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与公司经营管理等业务工
作相结合， 切实发挥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 促进公司健
康持续发展。
（集团办公室 查玉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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