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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中
南海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突出抓整治“四风”问题，做的是正本
清源、发扬传统的工作。改进党风政风有了一
个良好开局，但用达到作风建设的理想状态来
衡量还有差距。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这段时间工作很关键，一定要敬终如始、一鼓
作气、善作善成，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教育实践
活动有期限，加强作风建设无尽期。解决作风
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本要靠坚持不懈抓常、抓
细、抓长。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以河南
兰考县为联系点。习近平分别于 3 月中旬、5 月
上旬两次到兰考就教育实践活动实地调研，参
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指导当
地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
节后，习近平多次了解活动进展情况，作出重要
指示。

汇报会上，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汇报了兰考
县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特别是召开县委常委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以来的情况。他表示，转入整
改环节后，兰考县委抓住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突
出热点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的突出障碍问题、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难点问题，围绕 6 个方
面、130 项逐一整改、达标销号。通过活动开展，

“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一批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得到解决，干部作风和精神面貌发生明
显变化。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汇报了河南省教育实
践活动的情况。他表示，河南省委按照党中央要
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活动
扎实开展。第一批活动单位正在深化整改，第二
批活动单位已转入整改环节，省级层面开展了 5
批 36 项专项治理，一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稳定
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组长周声涛向习近平
汇报了督导工作有关情况。

在汇报过程中，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就有
关工作提出问题，并同他们商量进一步做好工作

的举措。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指出，河南省委对教育实践活动坚持抓具体、抓
统筹、反复抓，取得了积极成效。兰考教育实践

活动进行得比较扎实，有深刻认识，有严格标准，
有具体抓手，有明显变化，干部“走读”、面子工
程、庸懒散拖、靠关系办事、大吃大喝、以权谋私
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整改。同时，发

展目标更加清晰、发展措施更加完善，各项工作
开展得更加有效。

习近平强调，我当时联系兰考，一个重要考
虑就是要倡导全党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我们倡导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同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高度契合。你们把“传
承弘扬焦裕禄精神、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做人民
群众贴心人”作为活动的实践载体，在各自岗位
上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
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使焦裕禄精
神在兰考焕发了新的活力。

习近平指出，全党用了一年多时间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最终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向群众交出
一份什么样的答卷？要切实做到防止前紧后松、
防止矛盾积压、防止简单粗糙、防止短期效应。
要着力抓好整改落实，向群众公布了整改清单、
作出了整改承诺，说出一条就要做到一条，抓整
改要动真碰硬，严明责任、加强监督。要着力抓
好制度建设，聚焦改作风转作风的重点难点问
题，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对违反制
度规定踩“红线”、“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
起就坚决查处一起。要着力搞好活动总结，把成
功做法经验化、零星探索系统化。

习近平强调，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总体形
势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认识正确、态度认真、
行动坚决，在解决“四风”问题上取得了扎扎实实
的成效。同时，我们头脑要清醒，不能因为取得
了成绩就沾沾自喜，看不到或看不够存在的问
题。要坚持不懈开展作风教育，始终绷紧作风建
设这根弦，做得好的，要不骄不躁，继续做下去。
做得不到位的，要不怕阵痛，痛改前非，而且不要
再复发。对那些心存侥幸、企望一阵风的，要加
强思想教育引导，让他们丢掉幻想、自觉回头，不
要在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上越滑越远。要坚
持不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
活庸俗化，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
战斗性，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和水平。要
坚持不懈强化宗旨意识，解决好党员、干部是人
民公仆的角色定位问题，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
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各级党
组织要加强教育引导、加强监督检查、加强纪律
约束。

王沪宁、赵乐际、栗战书和中央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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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新乡市延津县结合实际，创
造性地推出“三级书记例会”制度，
以此知民情、解民忧、惠民生，抓干
部作风转变，促进社会和谐，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3 个月来取得了立
竿见影的良好效果。

“三级书记例会”诞生记
延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永

体，是“三级书记例会”的亲历者，
见证了“三级书记例会”诞生、发
展、走上正轨的全过程。 8 月 21
日，张永体向记者讲述了“三级书
记例会”诞生的台前幕后。

“‘三级书记例会’的产生，源
于我县后进村集中整顿工作。”

张永体说，自 3 月 31 日起，在
教育实践活动中，延津根据中央、
省委、市委有关文件精神，按照不
低于 10%的比例，倒排出 35 个后进
村开展集中整顿。

5 月中旬，全县后进村集中整
顿工作全部结束。全部配齐了“两
委”班子，班子战斗力、服务意识明

显提升，规范村级事务，解决了一
批长期遗留信访问题……

5 月 29 日，延津县召开全县后
进村整顿座谈会，县委书记祁文华
主持，全县所有乡镇党委书记和 35
个后进村党支部书记全部参加，人
人都要发言。

“本意是为了总结近期工作，
给后进村集中整顿工作画上一个

‘句号’，没想到‘句号’没画成，反
而成了‘三级书记例会’的发端。”

张永体告诉记者，35 个村党支
部书记畅所欲言，又说出了更多问
题，而其中有很多是共性问题，即使
在中间村和先进村中也普遍存在。

祁文华当场作出回应，教育实
践活动不是走过场，后进村整顿也
不应该草草收场。

祁文华认为，县委书记、乡镇
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坐到一
起开“圆桌会议”，大家开诚布公，
不遮掩、不回避问题，共同解决问
题，这种形式非常好。

祁文华建议，“三级书记”能否
定期召开座谈会，让更多的农村党
支部书记参加进来，发现更多问
题，解决更多的问题，促进延津健
康、和谐发展，这个建议得到在场
县委常委、乡镇党委书记、35 名村
党支部书记和县直部门负责人的
一致赞同。

随后，延津县委、县政府经过
几次调研、征求意见、讨论论证，最
终出台了《县乡（镇）村三级书记例
会制度》等一系列决定、制度，“三
级书记例会”由此诞生。

“三级书记例会”
已形成制度

据张永体介绍，延津的“三级
书记例会”在第一阶段每周召开一
次，由县委书记召集并主持，县委
书记、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
记参加，根据工作需要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列席例会。

例会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
省委、市委精神，聆听基层干部的工
作建议和期盼，交流思想、沟通工
作、增进了解，解剖麻雀，提升推广
农村工作方法和经验，并对农村重
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党支部书
记都要发言，并且要有实质性内
容，对会议上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

意见，由县委办公室负责梳理归
类，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期解
决，确保落实效果。

例会围绕后进村治理、镇乡中
心区建设、信访问题村等一次一个
主题，问题涉及经济发展、土地流
转、民生保障等多个方面，每次例
会对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分门别类，
一般性问题由乡派支书蹲点处理，
复杂问题由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拿出时间蹲点处理，典型性问题县
委书记专门入村调研。

与“三级书记例会”制度并行
的还有“领导干部蹲点调研制度”、

“书记县长直通车制度”、“权利清
单服务承诺制度”等 9 项配套制
度。“这 10 项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体系，既保证了能够多渠道发现

问题，又保证能够深入调研、解决
问 题 ，避 免 了 推 诿 扯 皮 、人 浮 于
事。”张永体说。

“三级书记例会”
发现问题268条

截至目前，延津“三级书记例
会”已经召开 11 次，全县 12 个乡
镇、345 个行政村的“书记”无一例
外，全部参加，每个人都表达了自
己的意见建议，讲出了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对将来的设想，提出了自
己对上级党委的希望和要求。

例会共发现急需解决的问题
268 条，涉及村道修建、环境整治、
水利设施等 21 类问题，这些问题有
的得到了现场解决，有的经过进一
步实地调研，已出台解决方案，正

在有效解决过程中。其中书记县
长直通车收到群众来信 10 余封，均
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信访积案化解
实行党政领导周包一案制度，141
个信访积案已解决 111 个，活动开
展以来没有发生非访和越级上访；
全县筛选 62 个特困户，62 家县直
单位进行一对一帮扶，解决住房、
医疗、生活等方面问题 133 个，对全
县低保问题进行了核查，对 800 多
户不符合条件低保人员全部清除，
建立了低保核查长效机制，有效杜
绝了关系保、人情保、金钱保现象。

“三级书记例会”转变了作风、
凝聚了人心、促进了发展。7 月份，
该县总投资 105亿元的 19个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 23.3 亿元的 8 个项
目集中开工。催生了一批农民专业
合作社，其中永良甘薯、世纪福等省
级以上示范社 8 家，全县工商注册
登记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1100
家，入社成员达 17601 户，带动周边
10 万户农民。上半年全县 GDP 和
财 政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10.9％ 和
32.8%，位居新乡市七县（市）第一。

“转作风、解民忧、促和谐、谋发展”的有效载体
——延津“三级书记例会”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永法 同增 建彬

寻访 抗战老兵抗战老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