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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工作纪实

04│要闻

党建引领 平台支撑 四位一体 三社联动
——创新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涧西经验”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现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
人，重心在城乡社区，要尽可能把资
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
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
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夯实社会治
理基础。

洛阳市涧西区紧紧把握全国社区
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机遇，积
极构建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党建、公
共服务、“三社联动”和志愿者服务“四
位一体”信息化平台为支撑的社区服
务体系，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和公共
服务水平，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涧西经验”。

一、基本情况
涧西区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

设的工业区，集聚了包括一拖集团、中
信重工等一大批“共和国长子”企业，
同时配套建设了一批科研院所，综合
实力稳居全省城市区前列。

改革开放后，伴随我国城市管理
体制改革深化的过程，涧西区一大批
原来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承担的公共服
务，逐渐转移到以社区为基层的区各
级公共服务机构。

在公共服务转移过程中，面对社
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与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突出矛
盾，涧西区一直积极探索社区公共服
务改革的新途径。

2015年 7月，涧西区被民政部确
定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实验主题为“加强社区信
息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效能”；
实验内容为“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
信息平台，以平台建设促进社区公共
服务标准化，社区便民利民服务信息
化，社区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实验
时间从2015年 7月至2018年 6月，实
验期3年。

二、主要做法与成效
涧西区按照“政府引导支持、突出

便民核心、社会多元参与”的思路，以
基层党建为引领、以公共服务为支撑、
以“三社联动”为载体、以志愿者服务
为补充，以公共服务标准化、便民服务

信息化、信息互联互通为目标，建设了
涵盖党建、公共服务、“三社联动”、志
愿者服务的“四位一体”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建立了三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实施了城市社区服务场地标准化改
造，创新了“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完善
了社区服务体系，实验区建设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果，在推进基层党建、提
升社区服务能力、完善社区治理结构
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一）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凝聚社
区建设核心动力。

一是突出示范带动。将 2016 年
确定为“党建提升年”，在全区党员干
部中广泛开展“三亮三比三创”等一系
列主题活动，着力打造17个机关和学
校党建示范点。

二是推动力量下沉。组织引导全
区党员干部走近群众，全区 87 个单
位、3900多名在职机关党员进社区、
开展“零距离”志愿服务，通过“微心
愿”认领、菜单预约、结对联系等服务
模式，上门为群众服务，先后开展各类
活动 700多次，认领社区志愿服务岗
位1500多个，有效改变了社区治理中
社区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

三是叫响服务品牌。按照“一办
一品牌、一社一特色”的要求，在全区
12个办事处73个社区，着力打造了一
批群众认可、特色鲜明的服务品牌。
先后涌现出了重庆路办事处二社区党
委“党旗下的邻里情”、长安路办事处
青岛路一社区党委“党员志愿者菜单
式”服务、南昌路办事处南口社区党委

“15分钟生活服务圈”等基层党建特色
服务品牌。

四是实现互促双赢。为夯实基层
基础、盘活服务资源，涧西区在全区66
个社区成立了“大党委”，参与共驻共建
单位党组织220个，明确承诺共建事项
263件，共享场地、物资等116个（处）；
建立三级便民服务大厅，健全基层便民
服务机制，截至2016年年底，全区累计
受理便民服务事项 72524 件，办结
72377件，办结率达99.8%，群众满意率
显著提升。有效推动基层组织结构立
体化、管理实体化、运作一体化，实现了
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价值同向、目标
同向，工作联议、项目联作、党员联管，
场地、资金、人才相互支持、互促双赢。

（下转第四版）

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施工高峰
期。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轮改革启动
之初就提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已成为改革工作
的金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 34次会议上进一步
指出，督察是抓落实的重要手段。从
初期强调要配备专门督察力量，到中
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改革
督察落实工作，到明确提出“三督三
察”，到进一步要求提高督察工作的
广度深度，全面深化改革每推进一
步，党中央对抓督察促落实的要求就
更进一步。

2015年以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
多次作出具体工作部署，对督察落实
进行推动、规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
建立健全督察机制，落实责任制，把督
察工作摆到更重要的位置。

如今，改革督察工作从定计划到
建机制、从抓重点到促全面、从中央推
动到落实“最后一公里”，精准用力，步
步为营，将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
就跟进到哪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注重以督察推动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

2014 年 9月 29日，北京，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5次会议。

“要调配充实专门督察力量，开展
对重大改革方案落实情况的督察，做
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
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改革方案的
制定和落实工作，严把改革督察关。

三年多来，督察工作和全面深
化改革各项工作紧密协同，始终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常抓不
懈、不断深化细化的关键一环。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21次会
议，专题研究改革落实和督察工作，明
确提出要抓督察落实，强化督察职能，
健全督察机制，抓紧构建上下贯通、横

向联动的督察工作格局。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26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各地区各部门开
展改革督察情况的报告》，较为系统地
阐述了督察工作的方法论，明确提出了

“三督三察”，即既要督任务、督进度、督
成效，也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33次会
议，专门听取各级主要负责同志抓改
革落实情况的汇报，强调“一把手”要
亲力亲为抓改革的方案制订、部署实
施、政策配套、督察落实。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34次会
议，再一次精准阐述督察工作的方法
论，注重督察工作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如何盯住责任主体，提高督察实效。

记者梳理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过去
35次会议的公开报道发现，“落实”一
词共出现 219次，“督察”一词共出现
69次。出现频次如此之高，表明督察
落实在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大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 34 次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通过督察

工作“督”出改革实效进行了清晰的
阐述：

——既要抓重点改革任务，也要
抓面上改革工作，特别是各地区各部
门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的情况。
要善于抓正面典型，及时发现总结基
层创新举措和鲜活经验，以点带面，推
动改革落地。

——要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
下功夫，提高督察实效。要深入实际、
深入基层，有的问题要一竿子插到
底。对重大改革、复杂问题，必要时要

“回头看”。对督察发现的问题，要认
真研究梳理，列出问题和责任清单，明
确时限要求，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整
改什么问题，是谁的问题就由谁来负
责整改，同时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推
动更大范围内整改。

——要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
数”，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就追究
责任。牵头部门和地方是抓改革的责
任主体，要加强改革自查，定期跟踪并
报告改革落实情况。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刚刚过去
的端午节，对双汇的生鲜电商事业来
说，是一个颇有收获的时节。双汇京
东商城网上的生鲜销量，端午节期间
平均每天增加了近五成，免洗免切速
烹的双汇猪排、精制肉馅、五花肉片、里
脊肉片、丸子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去年 9月 9日，双汇与京东签署
生鲜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了销售渠道
向线下线上并重的成功转型。双汇
与京东生鲜联手推出的“筷乐亿家”
电商平台，成为消费者钟情双汇产品
的便利选择。

实施“互联网+”，推动经营创新，
是双汇创新发展的一个侧面，更是漯
河市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
缩影。

作为中原内陆小城，近年来，漯
河市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围绕打造
最具竞争力的“中国食品名城”，深入
实施食品“超千亿计划”和骨干企业
培育工程，着力以科技创新、业态创
新引领食品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

国际化迈进。
走进双汇展厅，王中王、大骨肠、

腐皮渔卷、渔乐圈香肠等100多种产
品琳琅满目。据介绍，双汇生产的肉
制品达 600多个品种。根据消费者
的不同需求，双汇可以把一头猪分解
成260多个产品。

“‘创新转型，开创未来’是我们
的战略指导思想。”双汇发展副总裁
杜俊甫介绍说，双汇每年都推出新产
品，从漯河推向全国。今年推出的不
仅有传统的高温新产品，更有适合新
消费的酒店、餐饮、电商新渠道产品，
比如川透力、怡口肠。下一步还将推

出梅菜扣肉等中式工业化产品。“正
是这些新产品的不断推出，使消费者
常吃常新，保持了双汇的竞争力。”

在增强创新能力上，漯河市建立
健全了食品产业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和
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企业转
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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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霞

近日，汝州第三水厂建成供水，结束了该市3年来定时
供自来水的局面，开面馆的市民刘安山说，“再也不用天天
雇人往饭店送水了”。

初夏清晨，许昌市鹿鸣湖，水鸟掠过湖面，四周高楼林
立。喜欢散步的退休工人张小平说，“污水坑改建成公园，
你看俺许昌现在变化多大，又洋气又漂亮”。

刘安山、张小平们感受到的变化，是我省运用PPP模式
结出的硕果。如今，放眼河南，郑州107辅道建设、洛阳市
政道桥主体完工、开封体育馆项目开工……越来越多的基
础设施建设采用了PPP模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河南新一轮快速城镇化中，政
府和社会资本方合作的PPP模式，正显示出越来越强的推
动力量。”6月2日，省社科院院长张占仓说。

以PPP模式之“长”补城镇化之“短”

从 2015 年初普及概念，到现在全省各地推广运用，
PPP模式在河南发展得如火如荼。

前不久，两个好消息相继从北京传来：2017年一季度，
河南52个PPP财政部国家示范项目进入签约执行阶段，落
地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国务院办公厅对2016年推广PPP模
式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表扬激励，我省洛阳市、汝州
市、长垣县榜上有名。

与此同时，河南省财政厅PPP中心项目库数据显示，到
5月底，项目库共有952个项目，涉及18个省辖市和10个
省直管县（市）。从项目分布和投资需求来看，PPP模式集
中运用在市政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交通运输、保障
性安居工程、片区开发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

河南省是全国最早发布PPP项目政策和开展工作的三
个省份之一。和两年半前相比，如今河南PPP项目的数量、
分布领域都发生了明显变化。“2015年我省第一批PPP示
范项目只有29个，集中在市政、环保等4个领域，现在PPP
项目覆盖了19个领域，这显然和我省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
密切相关。”省财政厅资产管理中心主任李新建分析认为。

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在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全国各地都对PPP模式的推广高度重视。按照财政部
测算，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特别
是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存在超过10万亿元的融资需求，“仅
靠财政肯定不行”，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公开表示。

对于河南来说同样如此。一方面，城镇化水平低、质量
不高是我省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是制约发展的最
大短板，突出表现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大，城市
承载力较低，财力匮乏”。另一方面，国内外经验显示，PPP
模式有助于减轻政府部门的短期融资压力，同时，长期稳定
的可观收益令PPP项目具备很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PPP
模式的核心就是吸引社会资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规划，2020 年我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
60%。（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4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在
郑州会见来豫调研国企国资改革进展情况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肖亚庆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穆为民，副省长张维宁参加会见。③5

谢伏瞻会见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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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工程建设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