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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党建领航万象新

红旗渠精神夯实党建基石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指出：“我
们一定要把红旗渠精神转化成干事
创业的实际行动，转化成战胜风险挑
战的坚强意志，转化成更大的责任担
当和更高的目标追求，凝聚起奋进新
时 代 、让 中 原 更 加 出 彩 的 强 大 力
量。”

在安阳市文峰区西大街街道大寺
前社区，有一支由 20 名工作经验丰
富、服务意识强的党员志愿者组成的

“110志愿服务队”。他们以红旗渠劳
模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佩戴党徽，
身穿红马甲，不仅每天分班在社区巡
逻，还提供修车、量血压、家电、医疗
咨询、金融咨询等 20多项服务。在这
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李树林
已经 89岁，仍然在坚持用自己发明的
按摩器免费为居民理疗。

高质量发展，需要坚强有力的党

建作保证。安阳市以“五星”级创建
活动为抓手，着眼于创建“五个好”基
层党组织，开展以“对标定位、晋级争
星”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星级创建活动，积极营造比学赶超的
深厚氛围，促进工作提升。

近年来，安阳市先后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安钢集团党委运
用“四个三”党建工作法，加强和改进
党的建设、促进企业解危脱困转型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安阳市在全市广泛开展向“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许帅学习。许帅生前
是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在工作中
兢兢业业，勇于创新，恪尽职守。弥
留之际，他毅然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
体，完成了救助生涯的“最后一站”，
生动诠释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
神。

林州市姚村镇冯家口村党支部书
记申保红，带领乡亲们创办农村工业
园，年产值实现 4.2 亿元，人均纯收入
近 3万元；汤阴县韩庄镇部落村是我
省美丽乡村，其党支部书记邢锋正是

“开路先锋”，他带领村民修管网和污
水处理厂，建公厕、垃圾池，植树栽花
种草，让村里变成大公园……

榜样催人奋进，使命呼唤担当。
近年来，安阳市大力弘扬红旗渠精
神，宣传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表
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激发了党员争先创
优干事业的动力，夯实了党建基石。

“互联网好哇，能给新时期党建工
作带来新的面貌。”几天前，记者在基
层采访听到一位老党员的心声。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安阳市充
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党群服务中心作
用。运用“互联网+党建”模式，打造党
员教育平台、组织工作信息发布平台、
信息快捷互通平台，通过微博、微信公
众号、QQ 群等多种方式开展组织活
动。

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一个个流
动 的“ 党 员 之 家 ”正 在 全 市 流 行 起
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探索、越来越多
的创新，党建活动也越来越接地气

儿，许多党员称之为“干群交流的小
平台、推动党建工作的小助手、传播
正能量的小窗口”，为党建工作注入
了新的活力。

安阳市积极引入“互联网+城市党
建”理念，通过搭建各级各类党建“微
平台”，将辖区群众、社区民警、司法援
助、社保专职等全部纳入微平台，点对
点反映诉求，点对点解决问题，实现了

“一点受理、一网协同”，并逐步与人
社、民政、卫生、教育、便民等公共服务
平台共建共享，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查
询、线上办理等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大数据服务。

“互联网+”激活“红色基因”

“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
抓在手上”，安阳市共产党员在扶贫第一
线冲锋陷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实施“凝聚力提升工程”全力保障脱
贫攻坚。安阳市坚持把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加强农村党支
部建设，充分发挥其脱贫攻坚前沿阵地作
用。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在脱贫第一线建
功立业。刘瑞芳是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科
技干部，被派到林州市原康镇重兴店村任
第一书记，一步一个脚印，精准扶贫。重
兴店村属省级贫困村，位于海拔 1040米
的深山区，刘瑞芳驻村两年半，建了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增强了党组织在村里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滑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人口 148万，1019个村，其
中 178个是建档立卡贫困村。进入脱贫
攻坚期以来，滑县县委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成千上万名党员干部投身一线，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全县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 1.15%，并于 2017年 10月
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估验收，实现脱贫摘
帽。

李公乐强调，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必
须加强党的领导。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广大党员的模范
带动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干，真正凝
聚起强大动力，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
脱贫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

目前，安阳市已建成产业扶贫基地
358个、光伏扶贫电站 581个；贫困家庭
劳动力转移就业 1万人；11.26 万贫困群
众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3年末的
5.63%下降到目前的0.84%。

“党建+扶贫”合力拔穷根

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铲除
政治生态“污染源”，确保政治生态山清水
秀，需要“护林员”。

安阳市纪检监察干部犹如勤劳的“护
林员”，尽己之力守护好每一棵树，确保党
员干部这片“大森林”永远生机勃勃、繁荣
茂盛。

十八大以来，市委、市纪委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上
级要求及时转变纪律审查工作理念，深化

“三转”，坚持抓早抓小、纪严于法、纪挺法
前，正确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有力震慑了腐败。

2018年 1月 13日，市监察委员会成
立，掀开了安阳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新的一页，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
新局面。

安阳市发挥巡察利剑作用，净化政治
生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政治巡

察，紧盯党内政治生活这个重点，抓
住问题整改这个关键，常杀“回马

枪”，注重“回头看”,既监督整改
落实情况，又着力发现新问

题，持续形成监督震慑。
党组织建在哪里，巡视巡察就跟进到

哪里。林州市村居巡察是实现巡视巡察
向基层、向群众身边延伸的有效途径，是
治理“蝇贪蚁腐”、强化基层党建的有效举
措。今年林州进行了八轮村居巡察，发现
并反馈各类问题 4114件，一大批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林州巡察全覆盖，不留盲区、不留死
角，推动形成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的
工作格局，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
里”，目前此经验已在安阳市和全省推广。

实践证明，持续高压反腐，铲除不良
政治生态“污染源”，给党员干部和人民群
众以极大信心。安阳市已把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作为一项首要的、长期的任务，作
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

红色引领，动力澎湃。进入新时代，
安阳发展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蓝图催
人奋进，使命重于泰山，全市共产党员正
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新时代区域
性中心强市书写新的华章。③5

机关工作人员到谷文昌故居重温入党誓词。毕兴世 摄

巡察全覆盖护好“政治生态林”

从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安阳走过了砥砺奋

进、沧桑巨变的40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安阳1万多个基层党组织，30多万名共

产党员，发扬红旗渠精神，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为实现“一个重返、六个重大”目标任务，建设新时代区域性中心强

市，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作出了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党建设好，我们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

回望40年的发展历程，党的力量春风化雨，浸润着豫北大地，成

为改革发展的红色引擎。

作为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党

的建设离不开红旗渠精神传

承。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才能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谱写新

时代出彩新篇章。

红旗渠精神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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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到田间地头帮助村民干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龙庆 摄

●坚持抓早抓小、纪严于法、纪挺法前

●正确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组建“110志愿服务队”

●创建“五个好”基层党组织

●安钢集团开创“四个三”党建工作法

●全市开展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许帅学习活动

●打造党员教育平台

●组织工作信息发布平台、信息快捷互通平台

●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QQ群等多种方式开展组

织活动

“互联网+党建”为抓手

“党建+扶贫”为支撑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做好政治生态“护林员”

香格里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第二届睦邻文化节。
本报资料图片

红旗渠青年洞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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