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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原 典★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曰：“必

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全功、成

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

恶、蔽人之善者也。……夫耳闻之不知目见之，

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

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汉】刘向《说苑·政理》

★释 义★

西汉经学家刘向的《说苑》原为二十卷，

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散佚，后经北宋曾巩搜

辑，复为二十卷。“政理”为其第七卷。

《说苑·政理》阐述了古代贤人为政的道

理。在上面这则故事中，魏文侯派西门豹去管

理邺这个地方，行前叮嘱他要“全功、成名、

布义”。西门豹问怎样才能做到成全功名、广

施仁义。魏文侯答道：“耳闻之不如目见之，



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意

思是，耳朵听到的不如眼睛看到可靠，眼睛看

到的不如用脚踏勘可靠，用脚踏勘的不如用手

辨别可靠。

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到了

邺县后，及时深入调查研究，“会长老，问之

民所疾苦”，迅速破除了当地“河伯娶妇”的

迷信习俗，并发动民众开凿十二“渠”，“名

闻天下，泽流后世”。

★解 读★

怎样成长为一个好干部？在提高修养、加

强学习之外，习近平同志更提出，要加强实践。

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的双翼，只有经风雨、见

世面，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越是条件艰

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脚

上有泥，心中才有数”，干部只有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在改革发展的主战

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

砺品质、提高本领，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能

担当重任的干部，必须到实践中去经过一番捶

打磨炼，愈艰苦、愈困难、愈复杂的环境愈是

一种历练。在多层面的实践环境中千磨万击、



磨炼意志，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

己，才干增长了、思考深入了、见识提升了，

“百炼成钢”，这是干部成长必然要经历的过

程。这种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干部，才是信得

过、站得稳、立得住的好干部。（摘自《习近

平用典》）



★纪风动态★

深入推进廉洁风险点排查梳理

11 月 4 日下午，按照公司纪委安排，纪检

监察部组织召开廉洁风险点排查梳理工作推进

会。公司本部各部门、各下属单位安排人员参

加了会议。会上各部门、各单位介绍了近段时

间以来廉洁风险点的排查梳理进展情况，交流

了认识和经验，对排查梳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沟通交流。



总体来看，廉洁风险点排查梳理工作成效

明显，各部门、各下属单位对廉洁风险的认识

进一步加深，防控措施也不断完善，但仍存在

廉洁风险点排查不够均衡的现象，个别部门、

单位存在排查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的情况。会

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在廉洁风险点的排查

梳理和防控措施的制定工作上要持续加力，切

实把廉洁风险点的排查梳理工作作为本部门、

本单位党员干部落实“一岗双责”、加强廉洁

教育监督的重要过程，按照纪委要求，高质量

按时完成此项工作。通过深入排查和采取有效

措施，不断堵塞制度漏洞，防控廉洁风险，为

推动“阳光铁投”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氛围做出积极努力！



同晟公司组织召开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会议

10 月 28 日，同晟公司组织召开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国共

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会议要求同晟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要严于律

己，筑牢为人处事的“防腐墙”；把握慎独慎

微，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坚持抓

早抓小抓严，落实好“四种形态”；增强责任



意识，激发担当精神，为河南铁路事业大发展

做好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更是同晟公司改革发

展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

保障作用，以“四感”立心、以“四铁”强骨、

以“四特”塑形，为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努力

奋斗。



★思想园地★

纪检监察机关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深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忠诚干净担

当、专业化能力强、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

铁军，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

全会上对纪检监察机关提出明确要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百年接续

奋斗中，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

重要力量，不断正风肃纪反腐、同危害党的肌

体健康的人和事不懈斗争，在守护党的初心使

命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推进党和国

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做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初心不变，确保全党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治理好我们这

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

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

要。

纪检监察机关是管党治党的政治机关，从

产生之日起就担负起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重大使命。



1927 年 4 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

确：“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

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

会。”

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纪检监察机关始终

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大政

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要求，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

进。

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

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

兴，纪检监察机关把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

为基本任务，强调“无论工业建设、国防建设

和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工

作，都应该在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来进行”。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保证党的团结统

一，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的八大规

定各级监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建立了各

级监委同时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委领导的双

重领导体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1978 年 12

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不久，中央

纪委发出《关于党员干部必须同中央在政治上

保持一致的通报》，指出“全党服从中央，同

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党的组织原则和铁

的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

进入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觉担负起“两

个维护”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旗帜鲜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同危害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作斗争，紧盯“七个

有之”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

坚决清除搞伪忠诚的两面派、两面人，消除了

党和国家严重政治隐患，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

固，助力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行稳致远。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

任务。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更加自觉带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有力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督促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在新征程中团结一致向前进。

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做到督促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使命不变，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

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要

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党的团结统一，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发挥监

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知责于心、

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

现价值。纪检监察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发挥监督保

障作用，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

回望历史，纪检监察机关服务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保障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政治责任

从未改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

具体政策，保证党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

改革开放后，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和维护四

项基本原则，通过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保证



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

线贯彻执行，成为促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立足“两个大

局”，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把握保障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定位，紧紧围绕贯彻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等强化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落地。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中华民族千

年以来的梦想。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

哪里。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有力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

就。

进入新阶段、踏上新征程，纪检监察机关

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加强政治监督，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推动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为完成新时代新阶段党的历

史使命共同奋斗。

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做到维护党的肌体健康

的职责不变，坚持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因素作斗争，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组织

和作风，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

要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

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正风肃纪反腐，坚

决清除腐化变质分子，维护党的肌体健康。

早在苏维埃时期，我们党开展以肃清贪污

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惩处了一批贪污

腐化分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后开展“三反”

“五反”斗争，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揭发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

改革开放初期，在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地

方，出现了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等严重经济犯

罪活动，一些党员干部也参与其中。从 1982 年



到 1986 年，一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

战斗在这场斗争的最前线。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

是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要求，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握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

从“‘老虎’要露头就打”到“‘苍蝇’

乱飞也要拍”；从抓公款购买月饼、公款购买

贺卡到纠治“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

从坚决查处“靠煤吃煤”“靠矿吃矿”“靠企

吃企”到深化金融领域、政法系统反腐败工

作……一个个腐败分子被清除出党，一些过去

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刹住了，一个个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攻坚，纪检监察机关

拔“烂树”、挖“蛀虫”，纯洁了组织，消除

了隐患。

纪检监察机关把握“惩、治、防”辩证统



一关系，坚持严惩腐败与严密制度、严格要求、

严肃教育紧密结合，做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融合，发挥查处一

案、警醒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不断提

高腐败治理效能。

“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

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

而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然

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保持冷静清醒。纪

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严

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

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使党永葆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

纪检监察机关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

变，始终保持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做党

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加

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努力建设一支政

治素质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敢

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百年沧桑，一代代纪检监察干部感悟初心

召唤、铭记历史使命，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实

事求是、敢于善于斗争、谦虚谨慎、带头遵规



守纪的优秀品质。

对党忠诚，是纪检监察干部最鲜明的政治

品格。

在革命战争年代“公忠不可忘”的杨匏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身患肺癌仍战斗到生命最

后一刻”的王瑛，在新时代被贫困户称赞为“比

自己孩子还要亲”的李夏……百年奋斗历程中，

纪检监察战线涌现出一大批忠诚于党、矢志奋

斗的革命先烈和时代楷模。

实事求是，是纪检监察工作的生命线。纪

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

为上、证据为王，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检验。

纪检监察工作的实质，是同影响党的先进

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损

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人和事作斗争。敢于善于斗

争，是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纪律部队”的

天然职责。

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到新时

代，纪检监察干部始终在正风肃纪反腐斗争一

线淬火历练，当好党和人民的卫士、战士。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与职能职责结合起来，面向全社



会公开征集“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

选题，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

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党的

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始终自觉接受最严

格的约束和监督，一手抓规范用权、强化制约，

一手抓刀刃向内、清理门户，确保执纪执法权

规范正确行使。

踏上新征程，纪检监察机关将传承百年奋

斗历程中的宝贵经验，适应党和人民的新期盼

新要求，一如既往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坚定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督促落实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党的肌体健康，为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