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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新任职领导干部任前廉政测试复习要点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 

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

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3.根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地方

党委应当将 党的建设 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地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 

4.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5.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6.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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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

导力量。 

8.根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持

之以恒抓好党的作风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

“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9.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 。 

10.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注重  家庭、家教、家

风 ，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11.要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检查，完善任职回避、定

期轮岗、离任审计等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12.一体推进“三不”是指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

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 

13. 13.《党章》规定，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统筹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

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 

14.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生命线是实事求是。 

15.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

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

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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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持

之以恒抓好党的作风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

“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7.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为

中华民族 谋复兴。 

18.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       、  生活纪律      。 

1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 道路自信  、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 看齐意识，自觉遵

守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

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统筹推进经济

建设、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社会建设   、

生态文明建设。 

22.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  、  生活纪律  。 

23.我们党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

https://baike.so.com/doc/23866400-24424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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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 

24.《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对党组织的问责，根据危害

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  检查 、 通报 、  改组  方式。 

25.学习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就是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

和长期重大政治责任。 

26.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行 。 

27.《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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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部署，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28.根据党员党费收缴标准，如果您的工资收入（税后）在 300

0 元以下（含 3000 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  ；300

0 元以上至 5000元（含 5000元）者，交纳  1%   ；5000 元

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者，交纳  1.5% ；10000 元

以上者，交纳  2% 。 

29.《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的关键时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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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31.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3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

盾。 

3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  党章

 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3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 

3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以党

的  政治建设 为统领。 

36.《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于 2021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二、简答题 

1.党章规定的党的纪律有哪几类？ 

答：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2.关于星海湖水体治理“两减一治四增强一确保”具体内容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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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减水域，减水量，治理水质污染，增强防洪调蓄、湿地净

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休闲旅游文化功能，确保逐步减少和做到

不消耗黄河水。 

3.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哪些原则？ 

答：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党纪面前一律平等；

三是实事求是；四是民主集中制；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4.公职人员有哪些情形，应当从重给予政务处分？ 

答：（一）在政务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法，应当受到政务处分

的；（二）阻止他人检举、提供证据的；（三）串供或者伪造、

隐匿、毁灭证据的；（四）包庇同案人员的；（五）胁迫、唆

使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六）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5.《石嘴山市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大操大办婚丧等事宜借机

敛财的规定》中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等事宜必须

履行哪些申报手续？ 

答：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等事宜必须履行申报手续，宴

请桌数和人数严格执行自治区相关规定，并事前报告。市管干

部向所在党组织申报的同时报市纪委监委备案；其他人员按照

干部隶属关系，向所在党组织申报的同时报所在县区纪委监委

备案。报告内容包括：姓名、职务、操办事宜、时间、地点、

邀请人数及范围、使用车辆等。办理丧事来不及报告的，可在

事后 7日内补办报告手续。 

6.根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党委

（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应当遵循那些原则？ 

答案：坚持紧紧围绕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



 7 

治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全覆盖；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过程和效果相统一。 

7.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内容是什么？ 

答案：1.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

出出汗”成为常态；2.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

大多数；3.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4.严重违

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8.“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

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

严治党。 

9.“两个维护”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0.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保障党员监

督权利，主要有哪些要求？ 

答：一是要把党内监督体系执行到位；二是要把各级党组织监

督责任落实到位；三是要把党员监督权利保障到位。 

11. 为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气清

明清正清新，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严肃换届纪律“十

严禁”主要有哪些严禁？ 

答：1.严禁结党营私。2.严禁拉票贿选。3.严禁买官卖官。 

4.严禁跑官要官。5.严禁个人说了算。6.严禁说情打招呼。 

7.严禁违规用人。8.严禁跑风漏气。9.严禁弄虚作假。 

10.严禁干扰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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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治区党委提出的“1、3、3、4、4、5、6、9、10”中，“3、

3”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3、3”：指守好促进民族团结、维护政治安全、改善生

态环境“三条生命线”，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建设。 

13.市委提出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要集中开展的“四个专项

行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开展“办好实事惠民生”“创新治理保平安”“推动发展

增福祉”“服务企业促转型”专项行动。 

14.《石嘴山市加强作风建设“八条禁令”》中第一条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 

答：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和企业安排的宴请、旅游、运动健

身、娱乐等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以及领导干部之间请吃

吃请。 

15. 2021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

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从哪几个方面加强对“一把

手”的监督？ 

答：1.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监督检查。 

2.“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 

3.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

下级“一把手”。 

4.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落实“一把手”第一

责任人职责。 

5.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 

6.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手”，及时发现问题。 

7.及时掌握对“一把手”的反映，建立健全述责述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