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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基层来

看漯河如何“问廉”“小单位”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飞

10月24日，秋意正浓，走进栾川
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只见村文化广场
上，景玉珍老人正领着孙子熟练地踏
太空漫步器，还有一些村民也在健身
器材旁锻炼身体，他们欢快的笑声在
山间荡漾。广场周围，特色民宿黄墙
黑瓦、雕花兽脊，便民服务站、金融服
务网点等一应俱全。通过旅游等特
色产业鼓起腰包的村民，对如今的生
活十分满意。

几年前，这里还是贫穷落后的代
名词。拨云岭村的华丽变身，得益于
洛阳市正在强力实施的“河洛党建计
划”，将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工作深
度融合、齐推并进。

“河洛党建计划”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今年以来，洛阳市提出了“9+2”
工作布局，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的
奋斗目标。如何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建设，为全市各项工作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

洛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为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按照

“整体推进、重点培育、全面提升”思
路，创新提出基层党建三年规划，即

“河洛党建计划”。
“河洛党建计划”以“1项工程、3

个层级、3个载体、3年目标”为基本
构架。在统筹抓好农村、社区、“两新”
组织、机关、中小学校和国有企业等领
域基层党建工作基础上，从示范点、示
范区、示范带3个层级入手实施党建
示范化工程；建设洛阳党建展馆、党建
理论研究中心、河洛党建服务平台3
个载体；努力实现2016年夯实基础、
树立标杆，2017年提升品质、扩大覆
盖，2018年全面进步、凸显成效。

为确保基层党建各项工作取得实
效，洛阳市不断健全党建责任制度，完
善常态化督查考核机制。在扎实做好
县（市）区、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述职工作的同时，将市直工委书记、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市直委局机关党
组织书记、市管各企业党组织书记纳
入述职范围。推行基层党建问题清
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三单制”管
理，清理了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
责任链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

目前，洛阳市已选出“河洛党建
计划”首批基层党建示范点 63 个。

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了各领
域基层党组织普遍晋位升级。

“党建+扶贫”
引领脱贫致富路

以乡镇党委换届为契机，洛阳市
明确用人导向，把在脱贫攻坚中的表
现作为了解干部、检验干部的重要标
尺。换届后，全市配备 55名专职抓
脱贫攻坚工作副书记，选拔186名“三
类人员”进入党委班子。2016 年 5
月，省委书记谢伏瞻到洛阳调研乡镇
党委换届工作，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洛阳市将后进整顿与脱贫攻坚深
度融合，分批次将建档立卡贫困村纳
入后进整顿范围，确保在脱贫期内全
部整顿一遍。

几年前，孟津县会盟镇小寨村由
于基层班子软弱涣散，由“小康村”变
成了后进村。实行后进村整顿以来，
孟津县下派经验丰富的镇党委干部
到该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引导村干
部量身定制村子年度发展规划。该
村通过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带领养殖户引进鸭嘴鱼养殖项目，
硬化通村道路、文化广场，新建主题
游园，修复引水上山工程，一举扭转
了后进面貌。

“党建+社区”
完善服务“最后一公里”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在社区党
建工作中，洛阳市以党员志愿者服务
活动为抓手，创新打造便民服务平
台，不断拓展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职能
和党员群众的活动方式，完善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作为“河洛党建计划”首批社区
党建示范点，涧西区徐家营办事处北
方社区党总支结合社区实际，提出了

“1369”服务模式，即突出基层党组织
的一个核心领导作用；加强基础服
务、志愿服务、民主监督 3支队伍建
设；持续提升便民服务、党员服务、
创业发展和文化服务等 6 个平台；
完善科学决策、便民服务、矛盾化解
等 9项工作机制。他们在实际工作
中将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图书阅览
室、器乐室、舞蹈室等融为一体，为
居民提供了一站式贴心服务。

据了解，洛阳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1.48 亿元，建成村级便民服务站点
2137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186 个，受理便民服务事项近 37 万
件，群众满意率达99.1%。7

“有网友反映，市场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在收费过程中存在收费不开票、收‘人情
费’等违规违纪行为，在服务管理时存在方
式简单粗暴、态度蛮横霸道等现象，请问你
们中心是如何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强化工
作人员服务理念的？”

这是 10月 21日漯河市纪委组织的第
九场“清风问廉”活动场景，此次接受“问
廉”的单位是漯河市市场发展中心。为落
实省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年活
动，从今年8月起，漯河市借助新媒体并联
合传统媒体，对职能相对单一、系统规模偏
小的市直部门进行“问廉”，剑指各单位不
尽责、不担当、不作为、不亲民等行为，“问
廉”“小单位”也问出了“满堂彩”。

问题咋发现

“‘问廉’第三年，系统大、关注高、矛盾
多的‘大单位’已进行完，剩下的是统计、科
技、体育、旅游等16个职能单一、在外界看
来是所谓的‘清水衙门’。”漯河市纪委有关
负责人认为，精准把脉，切中时弊，不让一
场“问廉”流于形式，把压力传导到边远散
小单位，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为此，漯河市坚持主动出击，利用媒体
特别是新媒体广泛征集线索，着力让纪检
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这三条线拧成一
股绳，对“问廉”单位进行全面“扫描”。突
出问题导向，市纪委将“问廉”单位的市长

热线投诉办理、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等情况纳入视野，从中发现懒
政怠政线索，并采取上门座谈、电话约谈等方
式，走访“问廉”单位的监管企业，鼓励他们讲
真话、建诤言。针对今年“问廉”的9家单位，
漯河市纪委共征集到193条鲜活的意见和建
议，在“问廉”现场网友又“爆料”59条亲历式
问题。

“问廉”怎么“问”

“有的农户购买农机两三年还拿不到补
贴，请问这农机补贴资金都到哪里去了？”“市
农机局个别干部职工直系亲属开办农机销售
公司，请问你们单位是怎样治理干部职工经
商办企业的？”这是在今年 9月 30日对该市

农机局的一场“问廉”中，主持人的现场发问。
“问廉”现场，针对该单位的沉疴痼疾，网友

直言“挑刺”，组织方原汁原味反馈，主持人解剖
式深究，@清风漯河全程同步图文直播。微博、
微信、网站、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各类媒体一周
5天循环播放“问廉”内容，聚焦主题，同频发
声，形成了浓厚的“问廉”氛围。很多群众自发
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相关内容，热切关注“问廉”
进展。

开门纳谏、闻过则喜成为今年“问廉”现场
的新气象。有企业反映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手续时，被折腾来折腾去，该市科技局局长何
新安诚恳地道歉：“确实存在让一些企业跑冤
枉路的现象，对由此给企业带来的麻烦和不
便我深表歉意。”在另一场“问廉”中，面对网
友辣味十足的问题，市统计局局长张言华的

回复毫不含糊，且每次回答问题，总
要说上一句“感谢网友的直言提
醒”。

问题怎样改

只“问”不“改”，等于“白问”，红
红脸、出出汗只是开始，“问廉”的目
的在于整改。漯河市司法局针对“清
风问廉”活动中网友提出的个别律
师参与行贿、拉拢法官等问题，专门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出台 8
条“律管”硬措施，取消了4名律师从
业资格。该市科技局表示，今后要做
到首问必负责、失责必追究，对企业
申报中存在的疑问和困难当天介入，
事不过夜。

如今在漯河，常在周五举行的
“清风问廉”微博直播已然成为热心
网友的“盛会”，各路媒体的同步播报
也成为市民当天的热议话题。截至
目前，该市今年已有9家单位接受“问
廉”，发布相关微博331条，网友阅读
量达71万多人次，转发跟评7246条，
解决群众诉求212件。

“利用媒体造势、群众参与、民主
监督的方式，‘问廉’‘问’出了辣味，

‘问’出了实效，打通了政府联系群众
的‘中梗阻’，激发了群众参政议政的
原动力，开辟了多方参与党风廉政建
设的新路径。”省社科院院长张占仓
如是评价。7

（题图摄影 沈亚辉）

平顶山

民警有了“责任田”

党旗飘扬耀河洛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摄影报道

10月23日，在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
占地300亩的云台冰菊产业基地内，朵朵冰
菊竞相开放。

为加快旅游转型升级步伐，修武县积极拉
长旅游产业链条，对“四大怀药”中的怀菊花进
行深度开发。由焦作市云台山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云台冰菊产业基地，是一个集
高效农业种植、加工销售、观光为一体的“三产

融合”绿色农业项目，力争在3年内建成我国
最大的绿色菊花产业基地。

云台冰菊是在怀菊花的基础上，通过杂
交、组培等先进技术，培育出的怀菊精品，有
良好的清肝明目功效。据介绍，因采用土壤
微生物平衡技术，以生物制剂控制病虫害等
绿色食品标准种植，这里出产的云台冰菊具
有不散朵、回甘、开水泡后如鲜花般绽放的
特点，被广大消费者誉为“沸水中盛开的鲜
花”。7

▲300亩迎风怒放的冰菊，装点了
萧瑟的秋日，给人一种“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之感。7

◀云台冰菊在秋风中摇曳。7

云台冰菊进入收获季

10月21日，
漯河市机关工作
人员在电脑前争
相观看@清风漯
河的“清风问廉”
图文直播。7

媒体圈+群众圈 剑指“散懒软”——

转型增效加速发展
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以创新
增活力，加快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打造滑县经济社
会发展“升级版”

声音

董良鸿

作为全省粮食核心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无疑是滑县的

第一要务，但与此同时，发展问题同样刻不容缓。

如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抢抓中原经济区建设、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等重大机遇，乘势而上、加速发展？我们的工

作思路是：农业增效、工业转型、三产提速。

作为产粮大县，滑县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政治责任扛在肩

上，粮食总产连续 24年稳居全省第一，实现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十二连冠”，建成高标准粮田 91.5万亩，打造了全省规模最

大的集中连片 50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为提高农业效益，

我们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下大力气，初步形成面品、肉品、果

蔬、林产品四大产业化集群，发展国家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20家，建成全国首家农业

机械化示范农场和全省首家院士专家农业企业工作站，在确保

粮食总量的基础上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

集聚发展新型工业。近年来，我们实行精准招商、驻地招

商、产业链招商，投资29.6亿元的永达食业、投资32亿元的盈德

气体项目、香港德信电子等基地型、龙头型大项目相继落户并

建成投产，投资 38 亿元的 2×35 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实现奠

基，郑济高铁途经滑县并设站项目即将开工建设。5年来，滑县

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154个，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66.2亿元，以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现代家居、煤化工为主导的

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提速现代服务业，把“三产”作为全县新的经济增长点。商

务中心区载体功能初步显现，金地广场、中骄温尔顿、万象城等

一批重点商贸项目相继建成；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农商一号等知

名电商陆续落户；文化旅游、商务金融等发展态势良好。2015年

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3.1亿元，是2010年的2倍。

2015年滑县生产总值达到212.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

到9.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8.6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连

续5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实现跨越发展的家底更加厚实。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增活

力，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形成一、二、三产业衔接

有序，城市与产业互为依托，相关要素彼此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打造滑县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着力建设富强文明和谐

美丽幸福宜居新滑州。7

——安阳市委常委、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谈如何提速转
型增效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任国战整理）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张宏怡）10月 22日下午，
舞钢市庙街乡曹庄村“一村一警”警务工作站内，包村民警魏
永生正在整理全村人口信息，包村辅警韩广岩正通过视频监
控查看村里的“一举一动”。室外墙上的公示牌上，清楚地显
示着两人的照片、姓名、电话、职务。村民如有需要，可以随时
拨打他们的电话。村民李超说：“自从村里来了包村民警，我
们就像有了靠山，办事也方便多了。”

舞钢是平顶山“一村（格、店）一警”工作的试点。10月22
日上午，平顶山市公安局召开“一村（格、店）一警”工作现场
会，将舞钢的做法向全市进行推广。

按照“以社区民警为主体，包村民警、辅警为补充”的原则，
平顶山将在市区实行“一格（店）一警”运行模式，即1个社区建
立1个警务室，每个社区按照人口标准划分网格，每个网格设1
个警务工作站，并在此基础上，将大型商场、医院等人员聚集的
公共场所也纳入管理，增加“一店一警”模式。在农村，实行“一
村一警”模式，每个行政村设1个警务工作站，配备1名专职辅
警或机关包村民警。同时，他们要求社区民警，包村民警、辅
警在开展采集基础信息、强化治安管理、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
的同时，应积极提供便民服务。

平顶山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志辉说：“‘一村（格、店）一
警’工作是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平安鹰城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
基层警务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有效途径。我
们力争通过构建覆盖城乡的‘一村（格、店）一警’网格化公共安
全管理体系，实现社区民警专职化、社区警务精细化、基础工作
信息化、治安防范社会化、群众工作便民化。”7

□本报记者 吴烨

今年中秋节前，渑池县委书记杨跃
民到该县段村乡四龙庙村调研，并为村
党支部书记张东堂送去2000元慰问金。

张东堂用这些慰问金买了88把修
剪果树的剪子，送给村里的低保户和贫
困户。他说：“我要让大家拿着这把剪子

‘剪掉贫穷’。”
县委书记为啥要给这个村党支部

书记送慰问金？
事情要从2009年说起，当年，段村

乡四龙庙村党支部换届，干了12年村党
支部书记的张东堂再次高票当选。正当
他准备带领全村干群大干一番时，却被
告知患了膀胱癌。是退下来安度余生，

还是继续带领群众致富？张东堂毅然选
择了后者。他说：“与其等着死,不如为
群众多办点实事。”

四龙庙村位于渑池东北部的深山
区，具有发展特色产业的有利条件。为
了带动全村特色产业发展，张东堂兜里
揣着一把药，拖着病体，率先在荒山上种
下200多亩牛心柿、连翘和花椒。在他
的感召下，全村很快发展经济作物3000
亩。贫困户李贵锁2014年在张东堂的
鼓励下种了30亩花椒，今年有10亩挂
果，收入2万多元。

为宣传推介村里的旅游资源，张东
堂和班子成员多次走县城、跑省城，找
曾经在四龙庙村扶过贫、驻过村的工作
单位。2014年，当地由北京客商兴建

的漂流项目开业，两年来共接待游客
20余万人次；由郑州客商投资的万亩
农业观光园项目，如今已硕果满枝。今
年，该村又与北京客商签订了投资休闲
养生度假村的协议，建成后可使村集体
增加收入10万元。

段村乡党委书记赵正华说，四龙庙
村各项工作都是全乡的先进。谈及做
好村级工作的诀窍，张东堂说，一是真
心为群众办事，二是党员干部要真正发
挥作用。

在四龙庙村，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联
系一个或多个贫困或伤残家庭，及时帮
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这些年来，张东
堂跑遍了大山里的每一户人家。大到红
白喜事，小到养猪喂鸡，只要村民有需

要，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羊角岭村民
组群众反映出行难，张东堂和村支部多
方筹资12万元，新建一条40米长的漫
水坝；王沟、丁阳沟等5个村民组群众吃
水困难，张东堂多次跑县水利局协调，最
终促成投资15万元的安全饮水工程顺
利实施。

张东堂身患重病带领群众致富的
事迹在当地逐渐传开。

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张东堂说：
“情况不是很好，病症已从膀胱转移到肠
道。”随即，他把脸一扬，坚定地说：“我这
个支部书记是全村党员选出来的，我不
能辜负大家的信任。到2020年，全村人
均收入达到1万元，这是我对大家的承
诺。”7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杨永新 曹真真 张博

洛阳市实施“河洛党建计划”，不断提升
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张东阳:用生命践行诺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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