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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
竖起来……”

这首土地革命时期从河南商城传唱
开来的革命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
党人，高举党的旗帜，坚定不移跟党走，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北京。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指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
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
召唤，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赶
考”誓言。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中共中
央机关即将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大手一
挥：“进京赶考去！”

2013年7月11日，还是西柏坡。审
视历史和未来，习近平再提“赶考”：

“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
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
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
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赶考”的历史
进程中。贯穿其中的，是深切的忧患意
识，是治党的责任担当。不断发展的，是
对不同阶段任务的深邃思考，是对不同时
代命题的深刻把握。

2014 年春天，全国的目光汇聚河
南。习近平总书记两赴兰考，正是因为，
这里安放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灵魂，孕
育着我们党在“赶考”路上永葆生机和活
力的精神力量。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
更加出彩。

总书记的话语犹如阵阵春雷激荡回
响，激励着河南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向纵深推进。

鲜红的旗帜竖起来，让党的旗帜在中
原大地高高飘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
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从严治党，
使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
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壮阔
历程，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把
握历史大势、引领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然而，在不断推进的历史征程中，党
的地位、环境和任务不断变化，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
考验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
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
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2014年3月18日，大地回春，桐花含
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兰考县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专门讲
到了两面“镜子”——

“要引导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
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
一照，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
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差距中增添动力。”

“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
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
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
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
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
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
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
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总书记严肃指出，“现在我们党脱离群众

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
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我看主要
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
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

总书记的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

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奋力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推向新境界。“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
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
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河南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以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坚定紧跟党中央令旗走。以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为肇始，以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以正风反腐为
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践行着“打铁还
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

正方向、强筋骨、革顽疾、挥利剑、织
铁网。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中原大
地不断推向前进。

挺起精神的脊梁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
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习近平

理想指引政治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
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
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管党治党，首先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
想信念，挺起精神的脊梁。

今年“七一”前夕，河南省委书记谢伏
瞻走进焦裕禄干部学院兰考讲堂，以《坚
持真“学”实“做”、永葆共产党员本色》为
题，为全省800多名县乡党委书记、村支
部书记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党课。

“用党章党规规范言行、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
辈子的事。”“做合格党员，保质期也是一
辈子。今天合格不等于以后合格，一时合
格不等于永远合格。”谢伏瞻的话语言近
旨远，令学员们深思。

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河南用
好思想建党这个传家宝，为党员干部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和前进动力。

补足精神之“钙”，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
就要跟进一步。

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为主题，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直接
授课，帮助党员干部打牢思想之基、把稳
方向之舵。各级党委密集举办集中轮训
班、专题研讨班，学习热潮处处涌动，理论
的思考在学习中升华，思想的火花在交流
中闪亮。

河南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制定年
度学习计划，创新学习形式，推动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
区、进学校。研究制定党委（党组）中心组
学习实施办法、述学指标考评办法，把学
习的“软任务”变成“硬约束”。

补足精神之“钙”，党性教育融入日
常、抓在经常。

河南以习近平总书记联系指导兰考
为标杆，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深学。省委书记带头，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党委书记全部到基层支部讲
党课。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宣讲团巡
回宣讲300余场，直接听众超过20万人；
27万多名党员通过“两学一做”微信公众

号在线学习，近10万名党员参加“两学一
做”微型党课比赛……全省党员学原文、
读原著、悟原理，让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精
神入脑入心、化为自觉。

细照。中原大地孕育的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不仅是享誉全
国的红色资源，更是全党宝贵的精神“钙
源”。在“三学院三基地”，成千上万的党员
干部以历代先贤、革命先烈、时代先锋为
镜，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
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洗涤
了心灵，明确了使命，增强了动力。

笃行。河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有针
对性地研究问题、部署工作。省委组织部
选派督导组，明确了重点督导内容，实地
调研、明察暗访，定期对各省辖市和省直
管县（市）进行专项督导。

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坚持忠诚干净担
当，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践行先锋标
准，岗位建功立业”主题实践活动，在持续
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上，在脱贫攻坚一
线，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在转型
发展攻坚战中，践行新发展理念、展现新
作为、创造新业绩。

一次次理想信念的“补钙”“加油”，犹
如熔炉淬火，祛除“杂质”，“提纯”思想，广
大党员干部“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
自信”更加坚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创造了优良环境。

把好干部选拔使用起来

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
质干部。 ——习近平

2016年12月2日上午，省人民会堂
三楼多功能会议室里气氛严肃。河南
201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
责述廉会议正在进行，主考官正是省委书
记谢伏瞻。

“作为市委书记，你如何管好干部带好
队伍？”谢伏瞻向一名市委书记发问。随机
抽题，当面考问，现场作答，直指“关键”。

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突出
一把手这个“关键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树立了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鲜明导向。

“尚贤者，政之本也。”党的方针政策
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坚持新时
期好干部标准，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真正把党和人民
事业需要的好干部选拔使用起来。

着眼选准考实，构建“三考一库”干部
考核评价体系，看德才、看经历、看业绩，
注重向一线倾斜、从一线选拔，树立正确
的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在入口上择优
选拔，在出口上凭绩任用，优先选拔具有
县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或乡镇党政正职经
历的干部，优先选拔在产业集聚区建设、
扶贫开发等重点工作中成效明显的干部，
优先选拔年富力强、有发展潜力的干部。

突出真管真严，实行“两审三查一
晒”，对干部“过筛子”。关键岗位、重要部
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干部档
案“凡提必审”、个人事项报告“凡提必
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线索
具体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巡视巡察结
果“凡提必用”，坚决防止“带病提拔”。

2016年，河南顺利完成涉及全省18
个省辖市、157个县（市、区）、1808个乡镇
党委班子的换届任务；今年上半年，有序
推进8个省辖市和全省县乡人大政府政
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实现了换届工作风
清气正。

筑牢执政之基

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
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

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
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
础就能坚如磐石。 ——习近平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治国安
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
在基层。

河南把基层党建摆上更加突出位置，
重心下移、人员下派、资源下沉，强化政治
功能和服务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整
体提升。

在漯河，社区大党委成立后，“小社
区”变成了“大家庭”，社区工作不再居委
会“一肩挑”,群众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河南探索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
会、家庭农场等建立党组织，在街道社区
推广党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在非公组织和
社会组织中采取联合建、挂靠建等多种方
式，推动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

——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翻开三门峡市陕州区郭家村的党员
积分表，申军波做的每件好事都一一可
查：捡到一块篷布交回失主积2分；帮村
民处理喉咙里的鱼刺积2分……郭家村
按照党员情况，设置25个加分项和10个
扣分项，定期公示，让群众监督。

走出机关、结成对子、融入基层，河南
以创新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载体为突破
口，用真情服务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补齐基层党建短板。
河南新建、改扩建城市社区活动场所

649个，建设1.9万余个村级组织活动场
所，建强建牢基层党建主阵地；总结推广
兰考“六步工作法”，累计整顿1.4万余个
基层软弱涣散党组织。

——驻村第一书记决战脱贫攻坚。
河南选派2.6万多名机关党员干部到

村任第一书记，实现对所有贫困村、软弱
涣散村全覆盖。在脱贫攻坚一线，第一书
记扑下身子、甩开膀子，建强基层组织，发
展集体经济，美化村容村貌，充实村民文
化生活，给所驻村带来了新变化。

基层组织活力明显增强，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更好发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的基础越夯越实。

钉钉子抓作风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
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
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
苦。 ——习近平

作风问题常起于毫末、积于忽微，任
其蔓延必将积重难返，唯有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才能标本兼治。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
此为发端，一场涤荡神州的改进作风大潮
洪波涌起。

从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到坚
决反对“四风”，再到“三严三实”持续推进
作风建设，河南力促作风转变的钉子愈钉
愈牢，鼓点愈敲愈响。

转作风，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是切入口。
河南出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若干意见》，从
7个方面作出20项具体要求。省委以上率
下，身体力行，形成强大“头雁效应”。同时，
河南紧盯关键节点，大事管得住、“小事”不
放松，以真管真严的魄力、长管长严的定力，
在中原大地激浊扬清，力克顽疾。

转作风，狠刹“四风”是关键点。河南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做为民务实清廉表率”为主题，对作
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
除，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鲜红的旗帜竖起来
□河南日报记者 李晓玮 冯芸 陈小平 侯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