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鲜出炉”的选举结果吸引村民竞相观看。
赵同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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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党组织是最基层的党组织，直接
和群众打交道，代表着共产党人的形象，对
农村和谐稳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延津县从乡
镇把关到多部门“联审”，从县委主要领导
到大学生村官“协同作战”，审核内容从“家
长里短”到个人信用，为村支书候选人设置
了大大小小十几道门槛，稍有污点就得暂
缓列为候选人甚至干脆被取消资格，考察
审核可以称得上十分苛刻——难怪各个候
选人要“大发牢骚”，抱怨县里的各项条条
杠杠太过“认真”。

道是无晴却有晴，“无情”的背后却是

饱含着无限深情。
首先，严格把关，不但杜绝了村干部

“带病上岗”，还要精挑细选，选出优秀的农
村带头人。这体现的是延津县各级各部门
对本职工作的负责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对
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其次，县委书记亲自抓，其他县委主要领
导悉数参与，既提高了候选人的“含金量”，又
让最基层的党组织感受到了上级组织的关心
和重视，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其三，传达了一种信号和导向，给即将
上任或连任的村支书心里划出了一条“杠
杠”，哪些事违法违纪，是雷区碰不得，服务
群众该干些啥，是标准降不得，这将形成一

种风气和传统。
“一个好支书，能顶十个乡干部！”这是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农村干部群众常说的一
句话。村支书虽然不是“官”，却啥事都得

“管”，选好村支书，农村发展将会事半功
倍。延津县提高标准，严格把好支部书记
人选质量关，也就等于抓住了农村发展的

“牛鼻子”。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从报道中可
以看出，延津县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时
时处处都很认真，甚至“较真”，这种态度和
办事风格，必定会给延津农村带来全新的
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选拔村支书，延津再设两道“关”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李建彬

A
12月 16日上午，在延津县委三楼常委会

议室，“三级书记例会”正开得如火如荼，本次
例会的议题是对该县第二批村级组织换届支
书意向人选进行审查，延津县委书记祁文华
担纲“主持人”，7个县委常委到场，县纪委、县
委组织部、县委政法委、县民政局、县公安局、
县检察院等 12 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具体把
关，会场气氛热烈又凝重。

僧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袁俊峰打开幻
灯片文件，梁僧固村党支部拟推荐支部书记
意向人选梁洪玉的个人情况，就图文并茂地
出现在投影墙上。

“梁洪玉，专科学历，退伍军人，1986年入
党，2005年至今任村党支部书记。”袁俊峰一
边操作幻灯片一边简明扼要地介绍，该村财
务审计制度规范、不存在违规操作，村里无
非法信访事件，意向人选本人无违法违纪情
况，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存在非法占地
情况，个人信用良好，不存在账外账、外欠
账……

“该村党员干部比较团结，选情稳定，适
合直选。”袁俊峰最后做总结陈述，僧固乡党
委认为，梁洪玉同志年富力强、敢于担当，能
够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无违法违纪行

为，符合村党支部书记意向人选资格要求。
主持人就细节问题提出几个质疑，向在

场的 12个部门一一进行求证，征询他们对该
意向人选的意见，直到大家全部没有异议，才
最终宣布，该意向人选符合条件，可以进入下
一个程序。

“意向人选由村党支部推选，乡镇把好第
一道关，并负责为每一位意向人选制作幻灯
片，最后拿到会议上由县委领导和相关部门
共同审查。”袁俊峰告诉记者，按照新乡市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协调小组相关文件，为
候选人明确了三大类 16项资格条件，而延津
县又增设了个人信用、以往业绩等附加条件，
再次提高了“准入门槛”。

“‘联合会审’保证了候选人的‘身家清
白’，群众对此拍手叫好，选情十分稳定。”
据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永体介绍，目前延
津已通过“三级书记例会”进行两批次 4 次
集中审核，在第一批审核中，有 29 名意向人
选因违反计生政策处理不到位、非法占用
耕地、有不良贷款、信访问题正调查处理等
情况，被取消资格或暂缓列为候选人；而在
第二批的审核会议上，又有 3 人被取消候选
资格。

12部门“联合会审”

调查员进村入户对候选人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赵同增 摄

投出宝贵的选票。王杨 摄

12 月 17 日，石婆固乡龙王庙村大学生
村官张克磊，和他的搭档、同为大学生村官
的裴兰来到小潭乡新丰堤村，在驻村干部的
带领下来到自己分包的“片区”，走进村民家
中，看似随意地和村民拉起了家常。

“大娘，您觉得咱村的干部赵乐涛咋样
啊？”

“大哥，要是还让赵乐涛当支书，你对他
有啥要求和意见啊？”

“大叔啊，村委这一班人干得中不中？你
觉得跟着他们有奔头没？”

……
张克磊是延津县“支部书记候选人群众

满意度调查”活动的调查员，看似随意的家
常话中“暗藏玄机”，每一个问题都从不同的
侧面了解村支书候选人及村委班子的情况，
而裴兰，则在一旁补充提问，俩人全程都在
认真做记录。

“支部书记候选人群众满意度调查”活
动，是延津县在本次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中
的创新之举。为严格把好党支部书记人选
的“质量关”，确保选准配强党支部书记，该
县抽调大学生村干部和 140 名大学生志愿
者担任“调查员”，十几个人为一个调查小分

队，一个小分队负责一个村的调查工作，两
人一组进村入户，采取当面访谈形式进行，
当面填写《调查问卷》。

据介绍，满意度调查要求进村入户率保
证 100% ，见 面 率 不 低 于 总 户 数 的 三 分 之
二。经过调查，对于群众满意度低的意向人
选，取消候选人资格；并明确规定，凡是没有
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的，一律不准进行换届
选举。

“为保证公平公正，调查员都是临时通
知、异地调查和调查对象互不相识。”这已是
张克磊第三次参加满意度调查了，不久前，
他还去过僧固乡和司寨乡，一共走访了 300
余户群众。

“经过最后统计，赵乐涛在新丰堤村群
众中的满意度超过 98%，很受群众支持。”张
克磊说，满意度就是群众的认可度，如果得
不到群众认可，没有群众基础，村支书和党
支部在村里就寸步难行。

“过了群众关，还有党员关。”张永体告
诉记者，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 由 全 体 党
员 投 票 选 出 ，有 了 党 员 的 认 可 ，班 子 才 有
凝 聚 力 ，劲 往 一 处 使 ，才 能 让 农 村 发 展 更
好更快。

群众满意度是个“硬杠杠”B

12 月 16 日下午，经过乡把关、多部门联
合审查把关、群众满意度调查和党员投票选
举，司寨乡新生屯村党员赵海防以超过 95%
的满意度和 23 名党员的 16 张选票，成功连
任，成为新生屯村党支部新一届支部书记。

记者来到新生屯的时候，赵海防正带领
群众对村头的污水沟进行清理，虽是十冬腊
月仍然浑身冒热气，但一点也看不到当选支
部书记的兴奋劲。

“没啥好兴奋的！”别看赵海防年仅 37
岁，却已连任 5 届，是个十几年的“老支书”
了。近几年，他多方筹措资金，改造村里的
电线线路，修建下水道 1100 米，硬化村内道
路 600 米，完成总投资 120 万元的新生屯村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投资 100 多万元让广大
群众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再一次当选村支书，我感到肩头的责
任更重了！”赵海防说，当一任支书，就得干
出新的成绩，如果不能为群众谋利益，带领
群众共同致富，不仅愧对父老乡亲，也愧对
组织的信任。

对新生屯的发展，赵海防和新的支部当
天下午就达成了共识。

“俺村紧邻新长北线，交通便利，我们准
备辟出一块地发展现代农业，增加村民收

入。”赵海防说，新的村两委将协调资金 100
余万元，建设 10 座温室大棚，承包给村民经
营，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村里有 20 多亩老宅基地，我们也准备
‘废物利用’。”赵海防说，他们准备联系建
筑商，拆掉老宅盖高层社区，让农民住上“双
气”单元房，建成后将吸引周边 8 个村的农
民入住，为镇区增加人气，繁荣司寨乡商业。

“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我们谋划引进
符合延津产业政策的项目，为在社区居住的
农民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说到这些，赵海
防两眼闪闪发亮：“有就业岗位，有致富机
会，住上舒适房子，这就是我新当选村支书
的近期设想！”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延津为啥这样‘较
真’？就是为了要选出赵海防这样的优秀村
支书。”

县委书记祁文华说，延津县为村级组织
换届抬高“门槛”，创造性推出“群众满意度
调查”，传递了一种导向，农村党支部书记就
得政治过得硬、群众有基础、发展有本领，要
做“心中有责，眼中有活，手中有招，干中有
效”的“四有”干部。“如果能选出一大批年
富力强的好支书，何愁农民不富，何愁农村
不稳，何愁延津不强？”

“老支书”新上任，新生屯迎“新生”C

选拔越“较真” 群众越放心
□ 新 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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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员选票进行统计。 王杨 摄

今年 5月，延津县结合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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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该县在解决重大问

题时共同商讨、集聚智慧的一

个平台。

在 10月初的一次“三级书

记例会”上，专题讨论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认为以往选拔村

支书只需要乡镇认可、村里党

员举手表决通过即可，重程序

轻结果，容易出现把关不严，

有些地方群众意见很大，成为

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为此，“三级书记例会”通

过决议，“上接天气，下接地

气”，在严格执行中央、省、市

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为选拔村

支书再增加两道“关”。

核心提示

新当选为村支书的赵海防带领支部成员谋划“新生”。
赵同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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