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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红的旗帜竖起来
转作风，“三严三实”是硬标准。“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
要实、做人要实”。在专题教育中，河南紧
扣问题导向，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个清
单”，强力推进整改落实，不断开辟作风建
设新境界。

这是一次党风政风的全面净化——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从群众

希望办好的事情做起，河南下大决心清理
整顿，破除了曾经司空见惯的官场陋习，刹
住了曾经屡禁不止的歪风邪气，以钉钉子
精神扎扎实实整改，赢得群众真真切切的
掌声。

这是一次正风肃纪的刮骨疗毒——
5年来，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

风”问题、不严不实问题，我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抓重要时间节点、抓手段创新、抓明
察暗访、抓通报曝光，集中开展专项整治，
持续释放铁面执纪、越往后越严的信号。

这是一次执政党形象的自我重塑——
5年来，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党内

上下级关系、人际关系正常化了，少了文山
会海、虚话套话的羁绊，没了迎来送往、觥
筹交错的负担，更多时间、更多精力用在了
联系群众、干事创业上，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改进作风初见成效。然而，“逆水行舟
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干部群众最担
心的是问题反弹，最盼望的是作风建设常
态长效。

没有调研行程单、没有提前打招呼、没
有迎候陪同，今年4月5日，省委书记谢伏
瞻来到周口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暗访
脱贫攻坚。“如果连你这个乡贫困人口有多
少、贫困发生率是多少都回答不上来的话，
就说明你心中没数，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
重要议程上来。”谢伏瞻直奔基层，现场检
查，不讲情面地批评，让闻讯赶来的县乡干
部脸红心跳、冷汗直流。

针对脱贫攻坚中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
实的问题，我省以“五查五促”为载体，大打
一场革除作风顽疾的攻坚战。

“要将脱贫攻坚作为对当前工作方式
的一次审视、对领导干部作风的一场大
考。”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在全省脱贫攻坚第
三次推进会议上严肃指出，“转变干部作
风，要从‘面上贴花’转到‘细致绣花’上来，
知耻后勇、狠抓落实。”

以较真促认真、以碰硬求过硬。河南
各级党员干部沉下心来、干在基层，把推动
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和责任“刻在心上、抓
在手上、扛在肩上”。

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巡查组严
格的“考试”中，巡查组最后给出了这样的

“评语”：河南脱贫攻坚成绩令人欣慰，尤其
是各级干部切实转变作风、夯实责任，在脱
贫攻坚第一线铸成了坚强战斗堡垒。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河南的作风建设
集“赞”无数。河南省纪委连续3年围绕党
员干部作风状况的调查显示，2014 年、
2015年、2016年，被访者对党员干部工作
作风状况满意度分别为 79.4%、84.4%、
87.7%，这表明党员干部作风在持续好转。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严”字
当头、“实”字托底，步步深入、善作善成，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
党的鲜明时代特征。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
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十八届中央
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宣示
我们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坚强决心。

党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河南
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纪严于法、
纪挺法前，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

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

严惩彰显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河
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立案、处
分了一批违法违纪的党员领导干部；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当好政治生态“护林
员”，抓早抓小，防止小错变大错、小患成大
祸。2017年前7个月的数据显示，给予纪
律轻处分的占处分总人数的80.5%。

巡视形成震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内巡视是一把利剑。河南深化政治巡
视，如期完成了对九届省委319个巡视对
象的全覆盖。十届省委已开展两轮巡视，
涉及12个省辖市、22个县（区）。

既有巡视全覆盖，又有派驻全覆盖，巡
视、派驻相互配合，实现监督无禁区无盲
区。今年，河南省纪委39个派驻纪检组进
驻全部 111 家省直部门，犹如 39个“探
头”，发挥着日常监督作用。

巡察传导压力。2016年4月，开封杞
县化寨村村支书朱仁民遭到了“当头棒
喝”。他在2014年利用职务便利，以困难
户的名义申请领取了国家危房补贴资金
5000元。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时隔
两年后，开封市委巡察组翻出了他的“老
账”。

2014年中央巡视组对河南巡视和本
省巡视发现的问题，90%以上来自基层。

“蝇贪蚁腐，其害如虎。”2015年，河南在全
国率先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实现横向
全覆盖、纵向全链接、监督无死角。党的十
八大以来，省辖市所属县（市、区）平均开展
5轮巡察，巡察基层党组织10721个。十
届省委成立后，巡察基层党组织3599个，
基层生态风清气朗，党员干部面貌焕然一
新。

如今在河南，不敢腐的氛围已经形成，
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树起道
德高线，筑牢纪律底线，“赶考”路上，党员
干部严于律己，慎独慎微，争做时代的劲
草、真金。

让制度成为硬约束

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收紧一
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
以来去自如。 ——习近平

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截至2016年底，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

内法规达50多部，超过现行150多部中央
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这标志着全面从严
治党由“重点治标”走向了“重点治本”。

河南积极回应现实需要，以“4+4+2”
党建制度体系为基础，深化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完善制度体系，严格制度执行，一级
抓一级，层层压实责任，使铁规发力，让禁
令生威。

党内政治生活严格严肃。
1981年，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

诚的《关于党风问题》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
细节：抗战时期，毛主席用电台指挥深入敌
后、编入国民党军序列的八路军的抗战工
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
音，全党全军同志都无条件、高标准、严要
求、创造性地自觉自愿积极执行。

简单的“嘀嗒”声，就使得全党团结如
一人，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正是源于延
安时期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

十八大以来，河南坚持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制度，坚持和完
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决反对庸俗哲学和
好人主义，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
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
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
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决策监督机制，
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失误纠
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让权力运行公开
化、规范化。

管党治党责任越压越实。
河南省委出台《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决定》，绘制了河南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规划图；相继推出落实主体责任清单、
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全程纪实、问责条
例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始终拧紧管党
治党的责任“螺丝”。

干事创业激励导向更加鲜明。
“被召回的滋味不好受，对我来说是一

次深刻的警示。”去年年底，伊川县3名工
作考核不达标的乡镇科级干部被召回。他
们在学习培训后，被分配到临时性岗位接
受锻炼。

河南对为官不为，惰政、懒政亮“红
灯”，为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干部作后
盾。出台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
则，建立健全干部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
制、监督机制，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2015 年以来，全省共调整“下”的干部
2052人，其中厅级37人、县处级497人。

制度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
条”。河南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
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
让全省党员干部时时刻刻感受到纪律的

“高压线”，不敢越雷池一步。

撸起袖子加油干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
背。 ——习近平

行近兰考。在106国道和310国道交
叉口，远远地就能看到巍然屹立的焦裕禄
铜像。当看到那清癯的身姿、深情的目光、
风发的意气时，仿佛就能听到焦书记的呼
吸和心跳：我在!

他一直都在，播撒下精神之种，然后化
身千万。

伴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
进，河南正在努力锻造一支铁一般信仰、铁
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党员
干部队伍。

循着“赶考”的足迹，我们看到了这支
队伍干事业的那股“拼劲”。

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咽喉”——穿
黄工程充水试验正式完成，作为建设者的
陈建军忍不住热泪盈眶。

凭着一股子勇夺“娄山关”、突破“腊子
口”的劲头，他率领党员突击队在极短时间
内，攻克地下连续墙等多项世界性技术难
关，一举啃下穿黄工程这块最硬的“骨头”。

何止是陈建军的团队。在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中，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就有
党旗飘扬。河南5万多名移民干部，组织
移民搬迁193批，16.54万人不伤、不亡、不
漏一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创造了中国水
利移民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一曲“丹江千里
润北国”的时代赞歌。

循着“赶考”的足迹，我们看到了这支
队伍抓工作的那股“韧劲”。

“下乡驻村五年多，酸辣苦甜都是歌，
千辛万苦不言悔，写好党员先锋歌。”这是
从“厅官”到“村官”的吴树兰的驻村心路历
程。

连续一周帮奶农拉牛搬家，年近六十
的她累倒后又爬起；为跑成项目，她在北京
一宾馆门口守了11个小时，不敢喝水、不
敢上厕所，只怕与专家擦肩而过。

水滴石穿唯坚韧，绳锯木断是执着
——

许昌市建安区前宋村党支部书记宋子
贤，在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坚守奉献了36
年，从青丝变白头；

平煤集团的老院士张铁岗，为破解瓦
斯治理难题，40多年如一日，埋首矿山煤
海刻苦攻关；

以花甲之躯绑满防护装备的排爆专家
王百姓，28年里与死神博弈，与危险抗争，
无数次生死只在一瞬间。

循着“赶考”的足迹，我们看到了这支
队伍对群众的那股“亲劲”。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党委原书记燕
振昌留下的93本日记，宛如一部水磨河村
凤凰涅槃的史书。日记上的这句话，令人

印象深刻：要让村民过上有房住、走好路、
能读书、有玩处的安生日子。

2014年12月12日凌晨，水磨河的“燕
子”飞走了。为他送行那天，恸哭之声响彻
十里八村，村民们最后一次陪着燕振昌走
过了村中学、小学、养老院、文化广场……

“老书记，你再看看啊，你的承诺都做到
了！”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南阳的白河畔有一位“三多”局长陈增

喜。作为主抓农业科技的干部，他有一个
习惯，每次下乡见到群众就主动递名片。

发了名片，所以朋友多；留了号码，所
以电话多；有了前“两多”，下乡自然多。只
要求助电话打过来，无论何时何地，他马上
直奔田间地头。同事们评价说，帮扶一次
群众不难，难的是35年来帮扶不断；乡亲
们评价说，“他是俺们的贴心兄弟，俺们跟
他掏心窝子。”

循着“赶考”的足迹，我们看到这支队
伍继往开来的那股“心劲”。

在济源的王屋山上，有座巨型雕塑：精
神矍铄的老愚公带领众人，挥舞着镢头和
巨斧，劈山开路，一往无前。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这是河南党员干部的生动写照。

“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
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在中国高铁
运行版图上，河南书写的“米”字独领风骚。

行笔间，是居“中”不让，支撑全国区域
发展大局的雄浑气象；落笔处，是夯实基
础、泽被后人的历史担当。

五年时间——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名头”

响起来了，航线密织天际、产业竞相“落
地”；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牌子”
扛回来了，创新大潮涌动、人才于斯会聚；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盖头”
掀起来了，改革持续深化、开放高地隆起；

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批下来了，构
建大都市区、打造新增长极；

一批强基础利长远的大事，一批多年
想办办不了的要事,一件件地成为现实。

成就背后——
党员干部想得最多的是干事，谈得最

多的是发展，“白+黑”、“5+2”、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已成常态。

“许下的诺言不兑现，那将丢了党的脸
面，失掉百姓的信任，就是十个我也承担不
起”“粗萝卜细丝儿，咱从小处做从细处干，
不怕弄不成”……他们这样说。

活着的时候，将昔日穷山沟变为国家
4A景区，死后还要用自己的骨灰去壮山里
的竹子；吃苦在前，吃亏在前，想方设法帮
群众致富，夜以继日赶工程进度……他们
这样做。

“赶考”路上，正是他们，河南539万党
员，继前人之业，尽今人之力，辟后人之路，
用行动扛起责任，用担当诠释忠诚。

中原山河壮，党旗别样红。

“赶考”未有穷期。习近平总书记在
“7·26”讲话中再次强调，管党治党不仅关
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
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
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

今年的8月16日，是焦裕禄95周年诞
辰。焦书记当年亲手栽下的“焦桐”，已守
望这方水土55个年头。

8年前，总书记满怀深情，在距离“焦
桐”不远处，也亲手种下一棵泡桐。兰考百
姓亲切地称呼它为“习桐”。

如今，“焦桐”挺拔，“习桐”伟岸，桐林
如海，郁郁葱葱。

“焦桐”与“习桐”相互守望，就像是鲜
红的旗帜，召唤着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暮
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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