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新方法破解新难题

邓州市是在 2004 年提出推行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所谓“四
议”，就是农村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
必须在村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党支
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
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
议；所谓“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
实施结果公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破解农村税费改革后面临的一系列
矛盾和问题，比如村党支部习惯于
计划经济时的管理模式，“老办法不
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
用、软办法不顶用”；基层党组织领
导和村民自治不断碰撞，村两委“两
张皮、两条心”等。经过十年的实
践，我们感到这一工作法顺应了基
层社会治理走向，是推进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实行民主科学决策的有
效方法，对于当前解决矛盾问题优
化基层社会治理、激发群众改革和
建设的热情等具有重要作用，也富
有生机活力。我们会坚持不断深化
完善，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核心，
是通过明确的程序和规范的制度，
实现村党组织领导、村“两委”协调、
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随着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农村土地
确权、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工作不断
遇到新的矛盾，群众个体流动加剧、
群体分化加快，民主意识、维权意识
增强，企业、协会、农民合作社等“两
新”组织影响力不断增加，传统农村
呈现出社区化趋势，也倒逼着传统
管理模式必须改变。通过“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既能够发挥村党组
织、村委会的作用，又能让“两新”组
织和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群众，通
过党员和推选的村民代表参与重大
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既巩固了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又保证了群众
的参与权、管理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有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
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新机制，对于
形成和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
有重要意义。

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邓州已
经推行了十年，基层情况发生了许
多变化，定下的程序、立下的规矩应
根据实际进行必要调整。

对“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决策
内容，我们去年提出了 “一个凡
是”、“六个严禁”。“一个凡是”就是
凡是涉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
切身利益、农村资源管理的重大事
项，都要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决策和实施；“六个严禁”就是严禁
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法规，严禁与上级党委政府决策发
生冲突，严禁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
的合法利益，严禁包揽所有村级事
务，严禁取代村委会的职能，严禁代
替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一个凡
是”、“六个严禁”，划出了决策事项
的“坐标系”，有了这个“坐标系”，乡
镇党委、村“两委”就可以把握方向，
避免产生大的偏差。

就规范“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
操作程序，我们提出，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一肩挑”、村党支部委员
全部交叉任职的村，其“党支部会提
议”、“两委会商议”可以“两议”合一，
以便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村民小
组内部，成立了由本组村干部、组干
部、党员以及德高望重的群众等组成
的理事组，明确了“一提二审三通过”
的重大事项决策程序。“一提”就是理
事组负责本小组重大事项的提议并
制订实施方案。“二审”就是理事组提
出的实施方案提交村党支部和村委
会，就可行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查把
关。“三通过”就是由村民小组的户代
表或者全体群众表决通过。通过这
一程序，把村民自治和民主科学决策
有效地“下渗”到村民小组。此外，对

会议组织难的村，尝试采取逐户签
字，电话、视频表决等形式减少对

“会”和“票”的依赖，使“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更具适用性。

深化改革需要持续完善、提升

第一，建立工作体系。所有乡
镇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安排工作
时，都要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
时限、程序主动对接。农村低保、

“一事一议”等工作要对照“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的要求，设计配套的工
作程序，自上而下形成推进民主管
理、民主决策的工作体系。

第二，加强帮扶指导。对一些涉
及特色种植养殖、办企业、上项目等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复杂程度较大
的工作，村级组织在决策上又明显感
到力不从心的，我们正着手从农业、
民政、工业、法律等不同领域确定人
员，建立“专家组”，依照进行评审，确
保提议的正确性、科学性。

第三，健全配套制度。健全直
接联系群众制度，促使基层党员、干
部和村（居）民代表主动联系群众，
让决策事项更加符合群众意愿；健
全听证制度，对涉及公共利益和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根据
决策需要或群众要求组织听证；健
全信访风险评估制度，对有可能影
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决策事
项，决策前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提出预防化解风险方案等。

第四，科学考核评价。主要是按
照“五考评五防止”的原则建立考评
制度，科学考评奖惩。“五考评五防
止”就是考评运用次数，掌握“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运用的自觉性，防止弃
而不用；考评配套制度，掌握“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运用的科学性，防止简
单套用；考评决策事项，掌握实施“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方向性，防止偏
离中心；考评实施结果，掌握“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决策的有效性，防止决
策失误；考评信访指标，掌握“四议两
公开”工作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契合
性，防止违背民意。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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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为什么要推行“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

2015年 6月 11日 星期四 要要 闻闻HENAN DAILY2 组版编辑 王恒昀 马 雯

“四议两公开”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
——访邓州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史焕立

□本报记者 李 铮 王 映 本报通讯员 王 渊 王中献

周凯东(1915～1943)男，汉族，
河南省陕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凯东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三团团长。
1943 年 8 月中旬，为打击日伪军嚣
张气焰，十八集团军总部集中 15
个团的兵力发起林南战役。他率
领三团担任突破林县城南门，歼灭
日 伪 二 十 四 集 团 军 指 挥 部 的 任
务。8 月 18 日，他指挥突击连战士
越过护城壕，登上城墙，很快解决
了南城门守敌。他命令机炮连掩
护，突击连一举又拿下城东门，封
锁了敌人东逃之路。周凯东正在
与政委研究如何攻打敌军司令部，

伪军约两个连的兵力沿南北大街
向南城门反扑，企图夺回南门，打
通与南关日军联系的通道。“决不
能让敌人的企图得逞！”他命令重
机枪排火力封锁街道，七连进行
阻击，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18 日上午 10 时，四架日军飞机狂
轰滥炸，西南城墙轰开几个缺口，
南关外日军扑向南门向三团发起
猛攻，城内伪军也乘势集中火力
向南门攻击。三团四面受敌，情
况十分危急。为进行新的战斗部
署，他跨出指挥所，冒着枪林弹雨
亲自到连队察看战斗情况，不幸
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壮烈牺
牲，年仅 28 岁。

本报讯 （记者宋 敏）6 月 3 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举办“三严三实”专题党课，全面启动和部署“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该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侯清国，
及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单人分别作党课报告并进行专题
教育动员部署，要求电力系统把践行“三严三实”作为加
快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推动电网持续健康发展。

侯清国说，部分干部员工在依法从严治企、队伍建设、
反腐倡廉等方面存在一些“不严不实”的问题，主要在于三
观不正，没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大家要以“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为契机，持续向作风问题“叫板”，深入抓好落实整
改，做到既“抓大”又不“放小”，既“治标”又“治本”，彻底根
除“四风”的“病原体”，真正建立长效和常态机制。

单人表示，要将专题教育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落
实到党建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到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方方
面面，推动企业发展和专题教育两手抓、两不误，实现两
促进、双丰收。③10

推动电网持续健康发展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改革发展和专题教育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董 娉）近日，省民航办、河南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机场二期指挥部召开“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党课暨动员部署会，省民航办主任、机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安惠元作党课报告并进行专题教育动员部
署，要求三家民航单位中层以上领导对照“六个表率”，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安惠元说，当前，全省民航推进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国
内大型航空枢纽建设，正处在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其中
今年有两项中心任务，一项是完成郑州机场客货运发展目
标，另一项是保障郑州机场二期工程年底投运。任务越艰
巨，就越需要建设一支践行“三严三实”的干部队伍。

他要求省民航办、河南机场集团、机场二期指挥部等
3家民航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对照“六个表率”，在实际
工作中要边学边查边改，对查找梳理出的“不严不实”问
题，抓好专项整治和立规执纪，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
干部，为郑州航空枢纽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③9

本报讯（记者谭 勇）近日，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举行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暨动员部署会。作为全省最大
省管工业企业，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高度重视，把开展专题
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确保活动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祥恩表示，贯
彻落实好“三严三实”要求，对于推动集团各级党组织、各
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党性观念，破除“四
风”、转变作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统筹兼顾，既
有序推进专题教育，又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集团改革
发展和专题教育两手抓、两不误，实现两促进、双丰收。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以实际行动认真践行“三严三
实”，着力在 6 个方面求实效：严以修身，做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的模范；严以用权，做履职尽责、一心为公的模范；
严以律己，做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模范；谋事要实，做遵
循规律、求真务实的模范；创业要实，做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的模范；做人要实，做襟怀坦白、公道正派的模范。③8

本报讯（记者王冠星）6月9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本月起，我省
停止向社会征收价格调节基金。该
基金停止征收后，开展相关工作所
需经费由各级财政予以保障。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6 月 5 日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从 6 月 1 日起，
我省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根
据部署，6 月 1 日以后征收的基金
应尽快返还给征收对象。

根据《价格法》和国家有关要
求，为了配合重要商品储备制度，
政府可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

格，稳定市场。2012 年 8 月开始，
我省已停止征收省级价格调节基
金，而市、县政府设立的价格调节
基金则予以保留。多年来，价格调
节基金在稳定全省经济运行、平抑
市场价格、补贴低收入群体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省政
府决定自6月1日起全面停止征收价
格调节基金。此前，我省共有 93个
市、县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征收对象
主要包括住宿、餐饮、广告、房屋出
租、建筑和房地产开发等行业。③10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6
月 3 日获悉，我省上市公司郑州煤
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郑
煤机）发布公告，该公司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拟组
建的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暂定名）将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
省政府国资委。

2015 年 1 月，郑煤机因接到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河南省政府国资
委拟筹划重大事项的通知，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停牌 5 个交易
日，2015 年 1 月 29 日，考虑到公司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河南省政府国
资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
框架下对旗下国有资产的整合，并
未导致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变化，也不涉及公司本身重大资
产、经营战略的变动，因此复牌。

6 月 1 日，郑煤机再次接到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河南省政府国资
委（持有该公司 32.14%的股份）的
通知，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拟以持有
该公司 32.14%的国有股权以及其

持有的其他企业的国有股权评估
作价出资组建河南机械装备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前
述出资完成后，河南机械装备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将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郑煤机
32.14%的股份，但郑煤机实际控
制人不发生变化，仍为河南省政府
国资委。

公告称，上述事项尚需河南省
政府国资委向国务院国资委请示
报告并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尚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豁
免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或对之无
异议后方可实施。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始建于 1958 年，是中国第一
台液压支架的诞生地，前身为郑州
煤矿机械厂（隶属煤炭部），是国家

“一五”计划重点项目，1998 年划
归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管理。
截至 6 月 3 日 15 时，沪市郑煤机

（601717）以 15.92 元 的 涨 停 价 报
收。③12

深化“四议两公开”贵在从严从实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郭献功

●对基层村组干部加
强了监督

邓州市桑庄镇党委书记万洪
志：“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把村里的
事交给村民自己议、自己定、自己
干，时时处处公开、透明，这就使得
每一个村民都变成了监督员，个别
村组干部就是想伸手，也躲不过群
众雪亮的眼睛！

●有利于村干部放心
干事大胆干事

邓州市构林镇官刘村党支部书
记刘邦新：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有事集体决定，人人签名字、事事
有记录，不怕群众质询，不怕上级检
查，村干部彻底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一心一意干大事。

●是一把解决农村问
题的“金钥匙”

邓州市湍河街道八里王社区李
家居民小组组长李金玉：在小组无论
什么难事，只要用好“一提二审三通
过”工作法，和群众说明白、讲清楚，
都会很快解决好。

●村民参政议政更有积
极性

邓州市龙堰乡唐棚村十一组村
民代表王铁成：在关系到乡亲们切身
利益的重大事项上，我认真听取他们
的意见，积极反映问题，慎重举手表
决。能够亲自参政议政，为乡亲们服
务，我感到很自豪。③8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基
层组织为解决实际问题就社会
治理制度建设展开的主动探索。

“严”和“实”，是其得以不断深化
和拓展的保证。

“严”体现在程序上、执行
上。程序是民主决策的保证，程
序不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就
没有遵循、无法考评，丧失了存
在的基础。执行上不严，基层干
部就会害怕麻烦、害怕损失既得
利益而“不愿用”，害怕掌握不了
局面而“不敢用”。

“实”体现在推行的方法措
施上。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必须
不唯经验、不唯书，只要有问题
就是一个字——“改”。省委、省
政府两办印发的《基层民主科学
决策暂行办法》中提出的社区

“一征三议两公开”，邓州市在村
民小组推行“一提二审三通过”、
支部会提议和两委会审议“两议
合一”等都是“实”的最好体现。
此外，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也必须以扎实的组织建设为
保障，无论是村干部、党员和村

民代表队伍建设，各项配套制度
落实，还是普通群众的教育培
训，都必须紧扣“实”字，讲实际、
重实用、求实效。③8

邓州在推行“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中有什么好的做法呢？

在 下 一 步 如 何 深 化 提 升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上，有
什么好的打算？

周凯东

我省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我省拟组建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

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对于基层深化改革有什么
意义？

视觉 新闻

6 月 10 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调试棒磨机。
该产品采用国际标准设计和制造，是企业自主研发、完全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矿用装备。⑤4 雷正道 摄

6 月 9 日，邓州市凯达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首批 10 辆“福德”牌汽
车出口老挝。此次交付的车型涵盖载货车、自卸车、牵引车和仓栅车
等 4个系列的车型。⑤4 刘钰 摄

邓州市湍河街道八里王社区的党员群众在学习“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告全体村民书。

基层干部在为群众讲“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以上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