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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十三五”，建设实力许昌、活力许昌、魅力许

昌，关键看干部，更要看有没有一大批激情奋进、勇于担

当的优秀年轻干部。

近年来，许昌市委组织部落实“好干部”标准，坚持

“六看”选人用人标尺，强化基层导向，着力突出“重大项

目、重要岗位、重点工作”，大力实施“中青年后备干部一

线培养锻炼工程”，鼓励和引导中青年后备干部在一线

蹾实意志、砥砺品质、增强本领，使中青年后备干部培养

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今年以来，襄城县在城区搞了一场
大动作：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拆迁房屋
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完成搬迁
3700余户，其中包括两个村共计1033
户回族群众。这么多人扒掉祖居、离开
祖地，却没有发生一起因拆上访事件，
更没有发生一起涉拆治安案件。相反
的，由回民村清真寺阿訇和寺管会人员
代表回族群众，带着礼品对拆迁工作人
员进行慰问；甚至不少群众连夜排队，
为的就是早登记、早领号、早拆到自己
家的房子。在一些地方谈“拆”色变、

“钉子户”层出不穷、屡见报端的今天，
襄城县破解拆迁难题、实现和谐拆迁的
奥秘在哪里？

一、看襄城县是如何决策的
——遵循发展规律，尊重群众意
愿，心里才能攒足底气

襄城由秦置县，是个有 2200多年
历史的“千年古县”。一座饱含沧桑的

“千年古城”，既让人看到风貌依存的明
清古街，依稀可辨的城墙垛口，但也遗
留下街巷狭隘、老屋逼仄、摊铺杂乱的
景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东
进北扩、日新月异，老城区却更显苍容、
日趋颓败。由于缺乏贯穿新旧城区的
通衢，老城区沦为发展的“孤岛”，居民
区大多成为棚户区。尤其是散落其间
的 7个坑塘出入水口淤塞，冬季一摊
泥，夏天一锅汤，蚊蝇乱飞，臭气熏天，
群众苦不堪言。

要发展，老城区古迹众多，是发展
旅游的宝贵资源；要致富，先修路，必须
打通动脉；改善民生，就要让群众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整治环境，势必要
接通一弯串城清流、荡污涤垢。但要实
现这一切，做到标本兼治，是需要动大
手术、搞大整治，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
利益。

拆与不拆，成为摆在县委、县政府
面前的一道两难选择题：如果不拆，就

会丧失国家加强基础建设、改造棚户
区、推进PPP项目等一系列发展机遇；
如果强拆，有可能带来救济、安置、民
族、宗教、信访、治安、稳定等众多难题，
闹不好就会捅下大马蜂窝、打开潘多拉
盒子。县委书记何天立说：“共产党人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群众拥护我们
这样干，我们就要坚决打赢这场攻坚
战。”

今年正月初七上班第一天，县委书
记何天立、县长李成就来到城关镇东关
村、北街社区，了解群众对于打通烟城
路、连接老城区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
群众的热烈回应。县委、县政府迅速行
动，把烟城路西延工程作为头炮打响，
掀起了老城区改造的序幕。

随着烟城路拆迁的顺利推进，县
委、县政府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按照城
市发展规划，深入谋划了“76511”城市
建设工程，致力建设 7条道路，改造提
升 6个城市出入口，开发 5个区域，连
通 1条水系，修复 1条明清古街，构建
襄城县打基础、惠民生、抓城建、促发展
的一揽子计划。

二、看襄城县是如何算账的
——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就要把
屁股坐在群众这一边，把群众利
益算透算足

城市开发建设中，政府一手托两
家，一边是群众，一边是开发商。天平
应该向哪里倾斜，县委、县政府的态度
就是定盘星。

县委书记何天立说：“要让群众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县长李成反复强
调：“要学会算大账、算总账，既要算经济
账，更要算社会账、民生账。”这些表态是
对群众的承诺，也是开展工作的标准。

城关镇党委书记海军亭说：“我们
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测算出转换补
偿标准，比群众自家翻新或搬迁都要划
算。”群众最担心拆迁遭“算计”，看到这
样的补偿标准，大家心中一块石头都落

了地。
不仅如此，县委、县政府还要求工

作人员算清楚群众的各类“困难账”，暂
时投亲靠友的艰辛、生意生计遭受的影
响、生活不便的困难等，都要切身感受，
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为了切实解决
拆迁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他们还采取了
一对一帮扶、一对一服务的“两把钥匙
责任制”：旧钥匙交出之前，有什么疑
问、有什么困难，由专人负责解决；新钥
匙接受之前，还有什么承诺没有兑现，
由专人负责到底。这“两把钥匙”不但
最大限度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也真正
打开了安置群众的“心锁”。

三、看襄城县是如何实施的
——全程公开公正透明，一把尺
子量到底，谁都不能凌驾在群众
之上

群众服不服，关键要看公不公。
在这次大规模拆迁中，襄城县从上

到下始终保持一个声音，没有折中和备

选的“第二方案”。这样做，就是不给任
何人特权，各级干部都不能开口子，保
证拆迁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统一工作标准，县工程指挥部
制订出了“拆迁工作六到位”——政策
制定到位，做到依法依规行事。宣传沟
通到位。通过大量宣传，做通群众工
作，征得群众同意，主动配合拆迁。丈
量测算到位。在乡村干部、部门人员、
拆迁户本人、四邻亲属“多方代表”到场
的情况下，由专业人员操作丈量，对每
一栋房屋逐一细致丈量，在各方没有异
议的情况下，当事人、证明人签字，确保
事实清楚、有据可查。签约服务到位。
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对群众提供预约签
约、政策咨询、重新丈量清算服务，直至
群众主动要求签约。公开公示到位。
切实做到拆迁安置方案公示、房屋附属
物底子公示、复核结果公示、算账结果
公示、签订协议公示“五个公示”，真正
达到了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
白的效果。严格监督到位。在房屋丈
量、附属物清查、复核结果、签订协议等

工作中，坚持实行一名纪检工作人员、
一名国土工作人员、一名财政工作人
员、一名住建工作人员、一名乡镇工作
人员和一名村民代表共同监督，一把尺
子、一个标准量到底，从而减少了失误，
杜绝了徇私舞弊。

气顺理自直，严格的“六到位”制度
保证了依法依规、公正透明，让群众真
正心服口服。

四、看襄城县是如何保障的
——人叫人动人不动，机制调动
积极性，机制建设破解了难题、凝
聚了人心

拆迁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涉及
面广，牵动人多，思想保障、资金保障、
人员保障、作风保障等，一个都不能少。

健全党建机制。襄城县通过持续
开展“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拉高标杆、
全面提升”等一系列党建活动，全县党
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思想更加贴近发展、更加贴近群
众。

创新投融资机制。通过健全投融
资平台和包装PPP项目，累计融资69.2
亿元、已到位资金 49.2亿元。2017年
计划利用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 26 亿
元，已经全部筹措到位。

探索实施了“房票安置办法”。按
照便民利民原则，联合县域内 21家房
地产企业，在全省率先启动了“选房超
市”，为安置群众提供房产咨询、选房，
购房等“一站式”服务。

建立责任落实机制。从县主要领
导到一般党员干部，各项目实行责任分
包制，细化量化拆迁任务,明确责任单
位和个人，明确时间节点和任务节点，
严格按照推进计划有序实施。

集团作战、火线练兵、突击攻关，真
正锻炼了干部、锤炼了作风、密切了党
群干群关系。

拆迁工作，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
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永远躲不

开、绕不掉的一个难题。一个“拆”字，
承载了太多的抱负、责任、期望，也掩盖
了不少的沉重、教训、痛苦，几乎每天都
在各地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这场“悲喜
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襄城县

“拆”出了和谐，“拆”出了信任，“拆”出
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使这场和谐拆
迁实践，更加凸显出了难得的标本意
义、借鉴意义、启示意义。

——责任担当，是破解拆迁难题的
内生动力。襄城县勇闯拆迁这个“雷
区”，特别是敢于涉足民族关系、宗教关
系这个“敏感地带”，没有迎难而上、舍
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没有对党负责、
对群众负责、对发展负责的担当精神，
没有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牺
牲精神，是学不好也做不来的。

——公平正义，是破解拆迁难题的
天平标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容
不下一粒沙子。襄城县一个口径说话、
一个工作标准衡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做法，不仅打开了拆迁群众的“心锁”、让
人心平气顺，也解决了很多因为争房檐
地边而引发的邻里纠纷、亲属纠纷，靠的
就是一颗公心，赢得的是一片民心。

——群众工作，是破解拆迁难题的
灵丹妙药。襄城县拆得快、拆得好，势
如破竹、势不可挡。这个“势”，其实是
群众之势、力量之势。只有站稳群众立
场，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使拆迁工作
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就会形成摧
枯拉朽、排山倒海之势，最终奠定胜利
之势。

——基层党建，是破解拆迁难题
的重要保障。拆迁工作，是攻坚战，也
是集团战，离不开一支拉得出、冲得
上、配合好、打得赢的基层干部队伍。
襄城县以提升现代治理能力为目标，
牢固树立全县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
群众立场，锤炼出了一支务实担当的
基层队伍、为民服务的基层队伍、团结
协作的基层队伍、作风顽强的基层队
伍，最终成为打赢拆迁攻坚战的中坚
力量、有生力量。6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许昌市中青年后备干部一线培养锻炼工作纪实

不少年轻干部不缺学历缺阅历，不缺干劲
缺韧劲，不缺想法缺办法。选派中青年后备干
部到一线接受锻炼，在实践中进行“打磨”，既是
干部自身成长的需要，又是基层工作开展的需
要。

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多次强调：“要把优秀
的年轻干部、后备干部，放到重要任务和关键岗
位上去锻炼，真正在全市上下形成‘干部在一线
选拔、才能在一线展示’的鲜明导向。”

许昌市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后备干部作为事关
长远的战略举措，围绕中心大局，分类搭建基层乡
镇、项目建设、信访稳定等一线培养锻炼平台，有
计划分批次选派中青年后备干部“回炉”基层，“蹲
苗”成长。近年来，市委组织部先后选派400多名
中青年后备干部到一线接受锻炼，培养造就了一
支牢记责任、顾全大局、敢于担当、务实重干的中
青年后备干部队伍。

“好苗”需要根植在群众的沃土中培养。许
昌市每两年有计划地选派10名左右中青年后备
干部到基层一线挂职副乡（镇）长，参与乡镇领导
班子具体分工。市妇联组宣部部长赵杨就是其
中之一。

脸晒黑了，人消瘦了，脚掌的老茧多了；但作
风变了，思路宽了，人更有精神了。作为2014年
到基层挂职副乡（镇）长的唯一青年女干部，长葛
市老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赵杨写下了自己的心
声：“长期在机关工作，可能就从事一件事情；到

了基层，接触的是‘万花筒’，眼界、心胸和思路都
一下子宽了很多，今后无论站到什么‘赛场’上，
心里都更有底气了。”

“璞玉”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上雕琢。
重点项目建设是推进全市发展的重要抓手，市
委组织部每年有计划地选派50名左右中青年
后备干部到重点项目担任项目特派员，推动重
点项目建设，5年来，共计230名干部“铆”在项
目建设一线，为项目单位解决项目环评、证照办
理、治理施工环境等实际问题1860个次。

“良铁”需要在矛盾问题的最前沿淬炼。许
昌市每年有计划地选派10名左右中青年后备
干部到信访部门挂职，一般安排在接访、督察、
办信等业务一线工作岗位。工作开展以来，他
们先后督办信访案件4000多件，一大批不稳定
因素和矛盾纠纷得到化解。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品其味。”谈及从事
信访督察工作的经历，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
科科长苏春雷深有感触。在市信访局挂职担任
信访督察专员的日子里，苏春雷与督察组的同
事们暑天吃过闭门羹，雪天坐过冷板凳；曾直面
过残疾、重病等弱势家庭的纠结诉求，也曾遭遇
过强势者的刀斧相见……但他们面对这些困难
和挑战，没有被吓倒，没有等待观望、畏惧不前，
而是拿出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勇
气和毅力，敢于迎着矛盾上，积极寻找克服困难
的对策，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中青年后备干部到一线锻炼不是去“镀
金”，更不是去走过场，而是要在一线锻炼中成
长成熟起来。为此，市委组织部针对不同岗位
的挂职锻炼，坚持将制度建立在选派前，逐步
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市委组织部宏观管理，
县（市、区）党委组织部、接收单位承担培养管
理，派出单位协助管理、挂职干部自我管理、制
度规定保障管理”的五位一体管理机制。

在一线培养锻炼中，许昌市探索建立了中青
年后备干部谈心谈话机制，注重与在一线挂职的
中青年后备干部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对取得
的成绩及时总结并予以肯定，对存在的不足指出
问题点明努力方向，对思想上遇到障碍的，深入
细致地做好工作，帮助打消顾虑，促其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探索建立了中青年后备干部能上能下
的动态调整机制，对在一线锻炼中表现出的工作
优秀、群众认可的年轻干部及时纳入全市后备干
部库；反之，对在一线锻炼中干事劲头不足、进取
意识不强、不能胜任工作或群众反映较差、违反
纪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坚决调整出去，保持
全市后备干部队伍的“一池活水”。

制度机制的建立健全，激发的是全市中青
年后备干部队伍的活力。许昌市坚持“使用是
最好的培养”的工作理念，对挂职期满的优秀
后备干部，坚持做到成熟一批，重用一批。5年
来，共有256名中青年后备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树立了“干部在一线选拔、才能在一线展示”的
选人用人鲜明导向。

1“压担蹲苗”强实力

2 机制保障促活力

面对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许
昌市中青年后备干部带头挑大梁、
打头阵，主动担责，冲锋陷阵。

今年是许昌市脱贫攻坚行动实
施的开局之年。中青年后备干部，
响应号召，率先作为。“到脱贫任务
较重、有省定贫困村的乡镇进行两
年的挂职锻炼，是市委、市政府对我
们的信任，也是对干部综合素质的
考验。要把脱贫攻坚一线作为中青
年后备干部锻炼成长的基础阵地和
干事创业的‘主战场’！”在今年11月
初举行的全市选派市直机关县处级
后备干部到扶贫重点乡镇挂职锻炼
动员会上，市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
张合江作表态发言。

12 月是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决战阶段的关键时刻，中青年
后备干部勇于担当，敢打必胜。“大
气污染防治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
务，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目前
已经到了决战阶段，任务也更加艰
巨，但只有在工作中不断锤炼和升
华，才能在危机时勇于担当。”11月
底，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吴博今和
全市 45名中青年后备干部参与到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决战阶段督

察工作。哪里有污染源，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日常巡察暗访、零点
夜巡检查，他们让“垃圾山”加速清
运，对排污企业督促整改，他们没
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总是第一时间
奔赴污染现场。中青年后备干部
在艰苦环境下接受“磨炼”和“洗
礼”，在处理复杂问题中“补课”和

“充电”，提高了驾驭全局和处置复
杂问题的能力，真正成为推动发展
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年轻干部既要有仰望星空的
情怀和志向，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责
任和担当，年轻干部在基层摔打磨
炼，开阔了眼界、砥砺了品质、丰富
了阅历、提升了能力、助推了经济发
展。”许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史
战芳如是评价近年来中青年后备干
部在一线培养锻炼的成效。他说，
这项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宝贵经
验，坚定了在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的
信心与决心，下阶段市委组织部将
进一步完善制度、改进措施、精准选
派，让中青年后备干部一线培养锻
炼中，增强实力，激发活力，展现魅
力，在服务“三力许昌”的建设中贡
献一份力量！6

3 责任担当显魅力

挂职干部、长葛市老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赵杨(右)在生产一线

市信访局挂职担任信访督察专员苏春雷在督办信访案件

回族群众为拆迁工作队送锦旗

一场由群众工作主导的和谐拆迁实践
——襄城县拆迁工作启示录

□许昌市委政研室 许昌市住建局联合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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