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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柴葳 余闯）
7 月 13 日，教育部在京召开中
管高校巡视整改中期推进会，深
入学习贯彻 6 月 28 日中央政治
局关于审议巡视中管高校党委情
况的会议精神，扎实推进巡视整
改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巡视整改是一项需要长期坚
持、深入推进的重大政治任务，
各高校党委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当
前最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坚决
把巡视整改的政治责任扛起来，
打好打赢这场硬仗，以巡视整改
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
如期完成了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
盖，成为党内监督的一张亮丽

“名片”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亮
点。各高校党委要把学习中央政
治局关于审议巡视中管高校党委
情况的会议精神贯彻到巡视整改
中，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对巡视整改的要求上来，
统一到中央对巡视发现问题的判
断上来。对巡视反馈的问题要诚
恳接受、照单全收、严肃对待，
切实将巡视整改落实工作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放在心上，坚决
做到不推、不拖、不虚。

会议强调，要以中央政治局
关于审议巡视中管高校党委情况
的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增强“四
个意识”为核心，以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为基础，以根本好转为目
标，以从严从实为标准，以落实
责任为保证，解决突出问题，加
强制度建设，全面推进巡视整改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巡视集中整改时
间已经过半，各高校党委要严肃
深入地检查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情
况，以对党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
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
一是抓政治站位。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纠正
政治偏差，提高执政意识，在政

治高度上突出党的领导，在政治要
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二是抓“关键
少数”。要抓住高校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这个“关键少数”，坚决把自
己摆进去，履职尽责，把精力放在
党的建设上，放在学校管理上，放在
服务师生上，放在提高办学治校水
平上。（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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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耀彬） 7
月 11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到山西调研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
晋期间，陈宝生深入山西大学、太
原理工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晋中高专附属学校、晋中市
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进行
实地调研，与师生互动交流，深入
了解山西教育改革发展情况，并
参加了山西省教育工作座谈会。

调研中，陈宝生充分肯定了
山西省教育综合改革和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山西教育改革发展，把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讲话
精神与山西教育实际紧密结合，
坚持优先发展，聚焦改革发力，着
眼优质公平，创造了一些有特色、
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陈宝生强调，在教育改革
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实现办人
民满意教育的核心要义是聚焦
优质公平。一是在理想和现实之

间，改革的距离最短。要坚定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信念，用改革的办法
解决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二是在
老师和学生之间，师德的距离最
短。要高度重视师德，践行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让师德真正成为教
育思想的灵魂。三是在学校和家庭
之间，公平的距离最短。要从根本
上解决好学校和家庭教育目标的方
向性问题，以公平趋向为着力点，
科学化解择校、择师等现实问题。
四是在社会和学校之间，质量的距
离最短。要坚持深化改革，推动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由数量的公平向质
量的公平转化。

座谈会上，陈宝生听取了山西
省教育厅、晋中市政府、部分高
校、吕梁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的情
况汇报，对山西教育改革发展提出
五点希望。一是围绕系统建设和长
效机制，做好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文章。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注重能力培养、注重学
生全面发展，把建立长效机制作为改
革具体方向。（下转第二版）

探索办好优质公平教育的路子
陈宝生调研山西教育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余闯）
7 月 13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陈宝生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了办公厅党总支第二党支部主题
学习并讲党课。

会上，办公厅第二党支部 3
名党员就“立足本职工作，深化

‘两学一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主题作学习
交流发言后，陈宝生重点围绕如
何践行党的宗旨、树立党员形
象、发挥党员作用讲了党课。

“我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
党党员是非常幸福、非常光荣的。
每一位党员在申请入党时，都对照
党章进行过自我剖析、自我改造；
每一位党员完成了预备期的考验即
将成为一名正式党员时，都思考过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
的人。”陈宝生说，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首先要
明确共产党员的使命、责任、权利和
义务，明确如何做一名真正的共产
党员。 （下转第二版）

做志存高远奋发有为的共产党员
陈宝生为教育部办公厅第二党支部党员讲党课

“上苍吻我以痛，吾以笑对
阳光。”

近日，河北农村学生庞众望
684 分被清华预录取的消息引发
网友热议。尽管出身贫困，经历
疾病，却依然选择坚强和努力，
庞众望赢得了所有网友的支持和
尊敬。

庞众望，出生在河北省吴桥
县庞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之
前，家庭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命
运”：父亲患精神分裂症，母亲
下肢残疾，常年瘫痪在床。

2014 年，庞众望考入吴桥
中学时，班主任李莹觉得，这个

从农村来的孩子很阳光也很开
朗，跟其他孩子并没有任何区
别。直到有一天，庞众望申请了
贫困生补助，李莹决定去他家里
看一看。当李莹第一次来到庞众
望家里时，她惊呆了，他家的情
况远比文字材料上糟糕得多，可
谓家徒四壁。而最让李莹震撼
的，是众望在这样的环境里，始
终保持的自信自强、阳光开朗。

众望的性格受母亲影响很
大，母亲虽然下肢瘫痪，但非常
坚强。

7 岁那年，众望被查出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村里人劝众望的
母亲放弃孩子，可她却从未言
弃，请人帮忙推着轮椅，挨家挨
户求助，村里的父老乡亲含着眼
泪给她凑上了为孩子看病的钱。

手术很成功，妈妈给了众望第二次
生命。这场病让 7 岁的众望更加了
解了母爱的伟大与生命的意义。

乡亲们都很同情这个家庭的遭
遇，那些债，没人去讨要，但妈妈
和众望一直想尽快偿还债务。妈妈
每天起早贪黑做着针线活，众望一
放学，就去捡废品。

妈妈对众望的爱，如高山大
海；众望对妈妈的爱，如绵绵江
河。在众望上初二时，妈妈因严重
贫血住院。他在医院旁边的小饭店
打一些零工，每天都去菜市场给妈
妈买一些便宜的菜，再借用店里的
锅炒一下。2014 年 9 月考入吴桥
中学后，众望一个月才能回一次
家，于是开学前，他悄悄给妈妈写
了 30 封信，告诉妈妈每天读一
封。这些信里有对妈妈生活的安

排，有给妈妈讲的笑话，也有以前
在学校的见闻⋯⋯

而众望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
后带妈妈去旅行，让妈妈看一看外
面精彩的世界。

通过清华大学“自强计划”的
消息传开后，有很多人想采访、资
助庞众望，但他却不想接受过多的
媒体采访，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平静
度过大学时光，他还一一致谢并婉
拒了要资助他的人。今年暑假，他
已经找了两份家教的工作，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挣到学费。进入大学
后，他也准备申请勤工俭学的岗
位。因为他觉得，自立自强是他回
报帮助他的人的最好方式。

“既然苦难选择了你，你可以把
背影留给苦难，把笑容交给阳光。”
这是庞众望在日记里写的一句话。

把背影留给苦难，把笑容交给阳光

庞众望自强故事感动网友
通讯员 曹振坡 本报记者 周洪松

【网友评论】
“@二两君”：希望你的

苦难远少于黑暗，愿你的微笑
永胜于阳光。

“@云淡风轻”：出生不
能选择，但命运可以自己负
责。好样的，小伙子！加油！

“@梅”：寒门学子庞众
望，品学兼优好儿郎。自强不
息正能量，值得学习和分享。

“@一季缤纷”：庞众望
的故事告诉我们，寒门照样出
贵子！只要你认定目标，肯努
力，肯坚持，你的未来一点都
不会比别人差，只要有目标就
会有奇迹！

（摘自中国教育报微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
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规范
巡视工作，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
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
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
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
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
部门党组 （党委） 可以实行巡视制
度，设立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党
组织进行巡视监督。

党的市 （地、州、盟） 和县
（市、区、旗） 委员会建立巡察制
度，设立巡察机构，对所管理的党
组织进行巡察监督。

开展巡视巡察工作的党组织承
担巡视巡察工作的主体责任。

第三条 巡视工作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尊崇
党章，依规治党，落实中央巡视工
作方针，深化政治巡视，聚焦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
动改革、促进发展，确保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第四条 巡视工作坚持中央统
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实事求
是、依法依规；坚持群众路线、发
扬民主。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党的中央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分别向党中央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
（2017年7月1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深化政治巡视，
进一步发挥巡视监督全面从严
治党利剑作用，党中央决定对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作如下修改。

一 、 将 第 一 条 修 改 为 ：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规
范巡视工作，根据 《中国共产
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二条第一款分为
三款，原第一款修改为：“党
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
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
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
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增加第二款：“中央有关
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

（党委） 可以实行巡视制度，
设立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党
组织进行巡视监督。”

增 加 第 三 款 ：“ 党 的 市
（地 、 州 、 盟） 和 县 （市 、
区、旗） 委员会建立巡察制
度，设立巡察机构，对所管理
的党组织进行巡察监督。”

原第二款为第四款，修改
为：“开展巡视巡察工作的党
组织承担巡视巡察工作的主体
责任。”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巡
视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尊崇党章，依规
治党，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
深化政治巡视，聚焦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
改革、促进发展，确保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四、将第五条第三款修改
为：“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
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
门党组（党委）巡视工作的领导。”

五、将第十一条第一项修改
为：“ （一） 理想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六 、 将 第 十 五 条 修 改 为 ：

“巡视组对巡视对象执行 《中国
共产党章程》 和其他党内法规，
遵守党的纪律，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情况进
行监督，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
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
问题：

（一） 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言行，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
伙伙、拉帮结派，以及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等问题；

（二） 违反廉洁纪律，以权
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
题；

（三） 违反组织纪律，违规用
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拉票贿选，以及独断专行、软
弱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

（四） 违反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不力，搞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
问题；

（五） 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
要求了解的其他问题。”

本决定自 2017 年 7 月 10 日
起施行。

现将修改后的 《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 予以印发。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2017年7月1日修改）

日前，山东聊城大学美术
学院毕业生结合自己的专业优
势，用油画、贴纸、卡通涂鸦
等方式对宿舍进行装扮，以焕
然一新的寝室迎接新同学的到
来。图为该校美术专业毕业生
在装扮宿舍。

许文豪 摄

装扮宿舍
迎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