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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强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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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的邓州显得繁忙而有节
奏，铺设城市道路，净化美化街道，广
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和普通群众
一起全力冲刺，迎接中线工程通水、
全国雷锋精神研讨会等一系列重大
活动。

邓州市民感叹道：“领导作风
的转变带来风清气正的邓州新气
象！”这是邓州市在全市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巨
大变化。

邓州市委书记史焕立告诉记
者：“邓州是中国第一雷锋城，同时
又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诞生
地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诞生
地。邓州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焦裕
禄精神、‘编外雷锋团’的红色精神
和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深化完善
好‘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狠刹‘四
风’，建设清廉队伍，为全面深化改
革、建设丹江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
汇聚起强大正能量。”

深化“四议两公开”聚民心

“从党支部提议到村民会议决
议，每一道程序都有村民代表参
与，而且事前决议公开，事后实施
结果公开，这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
审计机制，个别村组干部就是想伸
手，也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谈
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邓州市房
营村党支部书记杨显成对此深有
感触地说。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邓州把抓“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作为一项载体，坚持真抓实做，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自 2004 年“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提出以来，邓州市便一直在努力
探索推行运用、深化提升的坚实路
子。近 10 年来，无论大会小会，只
要涉及党建的都讲“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每次党支部书记、村组干
部轮训，都专门安排“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内容。迁入邓州的移民村

书记、选派的第一书记、新上岗的
大学生村干部，上岗前都要就“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进行专题培训。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改变了
广大村组干部的管理理念和工作
方法，他们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地问
政于民，问计于民，尊重民意，尊重
科学，并由管理转向服务，由指挥
转向执行，为民务实清廉，更成为
工作中的主旋律。

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邓州市
606 个党支部共提议 6000 余次，涉
及农村低保对象确定、“空心村”治
理、“村村通”公路建设、人畜饮水项
目建设等事项，通过率在 99%以上；
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后，村民
对于村组党员干部的满意率比以前
净增 5 个百分点，村组干部有违法
乱纪行为的，也比未推行“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前降低 30%。

在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的扎实推行，使广大村组党员干部
在学习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提
高自身基本素质的同时，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好
习惯。

今年，邓州又积极探索完善城镇
社区“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积极探索
完善社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参与决策管理的方式，以及在表决中
权重的划分；规范驻社区党组织党
员、居民党员、流动党员参与决策管

理的办法，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事项规
定不同的决策主体和配套制度。

“实行‘四议两公开’的目的，
是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到位。群
众观点是根本，群众需要是信号。
随着实现中国梦、中原更出彩进程
的不断加快，随着省委‘三总’战略
推行的不断深化，群众对基层组织
决策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四议两公开’的内容与形式必须
水涨船高——邓州市首创的‘四议
两公开’，时时站在新的起点上。”
邓州市市长罗岩涛说。

开展“三学”活动赢民心

6 月 25 日，中央宣传部在中央
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布邓州“编外雷
锋团”的先进事迹，授予邓州“编外
雷锋团”、“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邓州“编外雷锋团”
团长宋清梅和政委姚德奇已经在
邓州全市乃至全国各地接受关于
学雷锋活动的报告会 50 余场，每
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烈追捧。

1997 年 4 月，560 名邓州籍雷
锋生前战友，以公益组织形式，发
起成立邓州“编外雷锋团”。17 年
来，该组织先后 24 次“扩编”，从最
初的 3 个营发展为 19 个营，成员由
560 人发展到今天的 12000 余人，
涉及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网民

等各个层次，涵盖 23 个行业、10 到
80 岁各个年龄段，累计为社会做好
事 80 余万件。邓州“编外雷锋团”
先后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
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表彰为

“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学雷
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邓州也因
此被誉为“中国第一雷锋城”。现
在，学雷锋、做好事已经成为邓州
人的风尚，邓州“编外雷锋团”也已
经成为邓州一张耀眼的“道德名
片”。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邓州结合本市实际，大力开
展“学习焦裕禄精神、范仲淹忧乐
精神、编外雷锋团精神”为载体的

“三学活动”，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
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
工作的能力。

2008 年，邓州把花洲书院确定
为党员干部“忧乐”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在书院内建造了范仲淹纪念馆、
历史廉吏文化陈列馆、不欺堂等 25
处廉政景点。2012年 4月花洲书院
被命名为河南省廉政教育基地。

一直以来，邓州广大党员干部
躬身践行“忧乐”精神。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活动期间，邓州市分批次
组织全市各个阶层的党员干部到
花洲书院参观学习，以党员干部、
学生参加“忧乐杯”廉政演讲比赛、
范仲淹文化节、范仲淹思想研讨会
等文化活动为载体，在机关、企业、
学校、农村、社区、家庭等不同层面
广泛开展“先忧后乐”主题教育活
动，使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广泛接受
廉政文化教育。

亮出反“四风”民心成绩单

在邓州，从市四大班子领导到
普通科级干部除了召开座谈会、发
放调查问卷等传统方法外，他们还
建立联村入户分包联系点制度。

陶营乡副乡长王乾深有感触
地说：“走到饭桌前听意见，站在田
梗上找思路，让我掌握了第一手资

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赢得了民心。”

正如益嘉林业公司副总朱凤
岭说的那样：“现在到职能单位办
事，花的时间短了，跑的路少了，办
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邓州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进行了 3
轮“一对一”谈心交心，其他县处级和
乡科级班子成员谈心交心也都进行
了2轮以上，要求出具意见清单必须
有“辣”味，“辣”味必须“纯正”，对每
位常委班子成员提出的意见都在三
四条、每条都在200字以上。市四大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真刀
真枪、坦诚相见，做到了见人、见事、
见思想，有分析、有建议。10位常委
自我批评意见共计180条、相互之间
提出批评意见230条。

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对乡镇
和市直单位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村
级组织生活会，邓州市“四大班子”
领导、乡镇干部实行“无缝”分包，
在会上讲标准、做总结、提要求，提
高了乡镇党委的重视程度和会议
标准，确保了“辣”味。

同时，以“真”求“实”，务必整
改。通过民主生活会弄清问题，深
挖根源，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中，
落实到推动发展上。邓州市乡两级
分别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每项问题
的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
人，整改台账在适当范围内公布。
邓州市“四大班子”共确定整改事项
91项。对能解决的问题，不推不拖，
限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提
出具体意见，上榜公示，限时解决，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研究制定党
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精简会
议文件办法、推进改革实施意见、深
化提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意见等
一系列制度措施。

活动开展以来，邓州压缩会议
70 个、压缩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7
个、减少“一票否决”事项 2 个；查
处违规违纪问题 42 起，处理人员
55 人。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分别在 20%以上，审批提速普遍在
30%以上。压缩“三公”经费 10%

以上，减少节庆展会 40%以上、压
减经费 60%以上，减少公费出国团
组 50%以上。这是活动开展以来
邓州向全市人民交出的一份实实
在在的反“四风”成绩单。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
事例，反映的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的变化。

公款消费的“虚火”降了。邓州
市德字号烤鸭店的负责人说，以前
他的生意一大部分接待的是来自政
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消费，并且要的
档次高、价位高；现在这部分消费几
乎看不到了，他们现在主打的是适
合广大市民消费的中低价位服务。

应接不暇的会议评比少了。
邓州市桑庄镇党委书记万洪志说：

“以往几乎得天天往市里跑，忙开
会，忙评比。现在不必要的会议评
比少多了，我们也能安下心下村服
务群众了。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是
一次讲规矩、守纪律教育。”

服务群众的能力强了，百姓办
事快了。邓州在全市成立 67 个便
民服务中心并全部运行，实现民
政、社保、计生等涉及群众的众多
事项办理不出村。张村镇朱营村
村民朱治华说，“过去办事得往镇
政府跑，现在不出村就能办了，真
是方便多了，省事多了。”

8月 28日，南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双基”工作的要求，结合教育实践活动中在基层
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深入调研，出台了以加
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为重点
的“强基工程”。

●坚持“一个引领”：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引领。

●建强“三支队伍”：党员骨干服务队伍、驻村包
联干部队伍、“一村四警”爱民队伍。

●建立“四项机制”：基层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基
层矛盾调解化解机制、基层服务群众网络机制、基层
党风政风监督检查机制

●实现“六有”：一是有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二
是有本领过硬的骨干队伍；三是有功能实用的服务
场所；四是有形式多样的服务载体；五是有健全完善
的制度机制；六是有群众满意的服务业绩。

●实现“三个提升”：提升“六有”党组织晋档率，
提升党组织覆盖率，提升群众满意率，确保群众满意
率逐年稳步提高，2016年底达 90%以上。

（一）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完善基层民主
决策机制。至 2016 年底，“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全
市各村（社区）运用覆盖率达到 100%。

（二）建强“一村四警”（每个行政村都有公检法
司四名干警分包联系“爱民队伍，创新基层矛盾调解
化解机制）。

（三）建好党群服务中心，构建基层群众服务网
络机制。

（四）加强作风建设，建立基层党风政风监督检
查机制。

（五）建强党员骨干服务队伍，提升为民服务能力。
（六）选优驻村干部队伍，整顿软弱涣散组织。
（七）开展“两走进、两提升”（走进基层、走进群

众，提升境界、提升能力）活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
（八）实施“人才回归全民创业”战略，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
（九）开展“三亮三评”（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

群众评党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增强党员的
责任和担当。

（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基层服务基础。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垒土”，“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抓基层，打基础从来都是一件
大事。

南 阳“ 强 基 工 程 ”，解 决 的 是
“弱”，“强基工程”针对的是基层党
组织服务功能弱、事权与经费不匹
配、党员干部队伍教育淡化、基层干
部待遇偏低、基层民主决策力度不
够等问题，症辨得准，药下得猛，找
准了基层基础工作的通病与关键。

着眼的是“常”。“四议两公开”
的拓展延伸、“两走进、两提升”、“三
亮三评”、“一村四警”……“强基工
程”紧扣省委关于“双基”工作的要
求，把教育实践活动中基层涌现的
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与机制的形
式固定下来，形成常态化。

注重的是“效”。从“六有”、“三
提升”到各项办法机制，有目标、有
期限、有节点；从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党建专项经费再到村级服务活
动场所建设专项经费，动的是真刀
真枪，拿的是真金白银，坚持的是用
结果来证明，用行动来说话。

在“中原更出彩”的宏伟时代，
有千万人口，近一万六千个基层组
织的南阳市，抓好“双基”工作，实施

“强基工程”，强的是党的执政之基，
固的是改革发展之本。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会不会把群众‘惯
坏了’？”“大事小事都要议，有时候群众也抱怨
咋恁多麻烦事儿。”“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留
在村子里的都是年纪大的，有些事做不了主
啊。”……怎样能让“四议两公开”真正想群众
所想，办群众想办之事？

2004 年，“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邓州市探
索实施，同年，南阳市全面推广。十年磨砺，

“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机制，已经成为建设服
务型党组织的“金钥匙”，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南阳市不断深化改革，发现解决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拓展延伸，让
这朵民主之花开得更加红火。

“民主花”开满园，“四议两公
开”拓展覆盖范围

“今年夏天过得真是舒坦，空调没跳过闸，
水也基本没停过，这两年社区党支部的工作是
越来越好了。”10月 9日，宛城区玄妙观社区的李
阿姨看到社区支部书记齐晓云止不住地夸赞。

“20 年的老社区，遗留问题多，党支部工作
越来越好，得益于有了好办法。自从‘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开始在社区覆盖以来，我们顺利解决
了群众争议大的低保、水网改造、廉租房补助问
题。居民代表全程参与，决议结果全程公开。
大家都服气了，事情也就顺了。”齐晓云说。

“四议两公开”源于对村级重大事项的解
决，南阳市在长期的探索中将“四议两公开”深
化延伸至社区、乡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
位，构建和谐社区，助推经济发展，扩大民主决
策范围。截至目前，全市 361 个社区共解决道
路整修、绿化亮化、治安防范、医疗服务等方面
问题 3.8 万个。2.7 万多个企业推广运用“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解决企业发展、项目决策、职
工待遇等问题 5.9 万件。

南阳市组织部部长杨韫说，“四议两公开”
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基层党组

织的建设。让传统的“太平官”、“懒散官”、“自
私官”没有了舞台，到 2016 年，“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将在全市所有村（社区）运用。

“三问一评”，延伸机制真正解
决群众所想

“三问一评做保障，能让好事办好。三年
来，城郊乡运用“四议两公开”顺利开展新社区
建设问题，群众从河堤内危险地带顺利搬迁到
新社区了。”新野县城郊乡党委书记徐成旺，详
细地向记者讲述了袁庄村通过“四议两公开”
解决社区建设的问题。

“社区居民要求建新社区，建还是不建，只要
合乎政策的要求社区支部就可以写申请，每 7户
选一个代表，开会决议。新社区基础设施怎么
建？宅基地怎么分？我们充分尊重社区居民代
表的意见商议解决。新社区建成之后社区居民
是不是满意，我们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民主测评。”

事前问情、事中问计、事后问效、民主评议，“三问
一评”是“四议两公开”在南阳市不断深化发展的
结晶。

“不光三问一评，像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
人员，遇上村里的大事，还要打电话跟我们说
说清楚呐。”城郊乡的赵万顺说。

“四议两公开”在南阳市开展实施十年的历
程，已经成为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金钥
匙”，打开了群众的“致富门”，结上了党群之间的

“连心结”。十年来南阳市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该工作法。截至目前，成功帮助 2000 多个行政
村找到了致富门路；完成村庄整治、城中村改造
1043个，先后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农贸等致富
项目 3500多个，筹措投入资金 8.7亿元。

“想群众所想的事、办群众想办的事是我
们不断持续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目的，
也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学
习‘三个总’战略，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需
要。”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

把 活 动 开 展 到 民 心 深 处
——邓州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实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静会 张书勇 王渊

邓州市委书记史焕立（左一）到该市穰东镇调研镇村两级党组
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邓州市都司镇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联系点农户调查民情

邓州市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对村级重大事项进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

漫画漫画//王伟宾王伟宾

想群众所想 办群众想办
——南阳市持续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梁小红

详解南阳详解南阳““强基工程强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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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执政之基
固事业之本

□李 铮

“强基工程”总体要求

“强基工程”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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