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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房子是政府给翻修的，经常有干部到家
看我，看看有啥困难，和家人一样。大家都说现在
的干部比亲戚还亲。”11月 18日，宁陵县张弓镇小
吕集村贫困户徐兰霞激动地说。

自 2016年开始，商丘为夯实党的基层基础，
创新实行了“三·五”基层工作日制度（每月的 25
日、15日、5日分别为市、县、乡三级党员干部联系
基层工作日），市县乡三级 4489名党员干部带着
信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全市4079个行政
村（社区）开展工作，“议党建、听民声、帮民办、求
实效”，拉近了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距离，同时，
也让干部真正“沉下去”，让基层的困难和问题“浮
上来”，有效解决基层长期存在的增收脱贫难、矛
盾化解难、班子建设难、群众办事难和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薄弱、法制建设薄弱等“四难两弱”问题。

在田间地头、在农家小院、在村中小巷，你都会
看到党员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谈的场景。市县乡
三级党员干部每个月都要到所联系的行政村（社
区）开展一次现场办公，了解群众诉求、倾听群众呼
声，全面构筑广大群众在固定时间表达合理诉求、
各级党员干部在专门时间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的双
向平台，形成“干部逢五下基层、群众有事找干部”
的共识，着力构建机关干部和基层群众沟通交流、

上下联动的良
性机制，不断增
强党员干部的
群众意识、宗旨
意识和服务意
识，搭建党和人
民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
“‘三·五’

基层工作日制
度不仅让群众
的困难得到快
速解决，有效化
解基层矛盾，也
让我们党员干

部成了群众的贴心人。”宁陵县张弓镇党委书记李
红旗说。

筑牢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的“桥头堡”。“三·五”
基层工作日的开展，坚强了基层队伍、提升了基层
服务、加强了基层保障，打牢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

“前哨阵地”。持续推进“引领工程”，培育“双强”支
部书记 1415名，精准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1824名，
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519个，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
所533个，筑牢了基层党组织坚强战斗堡垒。

“天下之治，始于里胥。”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
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三·五”基层工
作日的实施，引导市县乡三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掌握基层实情、了解基层难题、经历基层
考验，成为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的“催化剂”，使党员
干部在基层实践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达到领导
干部讲党课、强党性，基层干部讲业务、提素质“两
讲两强”的良好效果，形成了“问题在一线解决、素
质在一线提升、干部在一线成长”的良性机制。③9

党建工作队伍是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工作承担者和实
践者，其能力高低直接影响政治生态和
施政效果。强队伍成为抓党建的重中
之重。

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全面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
设，商丘市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

“质量提升工程”。
选优配强带头人，明确选树标准。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有理想
信念和奉献精神、能带对路子，有经济
头脑和致富本领、能带好发展，有良好
品行和公道之心、能带正风气的“三有
三带”标准，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

“我 2008 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2013 年被选为村主任，成为村委会班
子成员。作为班子成员，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带领全村人
搞西瓜、辣椒种植，成立了合作社。”夏
邑县北岭镇孙后寨村村委会主任孙坚
说，两年多来，已有50余户贫困户、320
人摘掉了“穷帽子”。

在商丘，有成百上千个“孙坚”，通
过“四步培养”即把农民变成新型职业
农民，再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党员，
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优秀党员干部
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走上带头致富

“领头羊”的位置。
加强党组织建设，优化党员队伍。

严格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
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制订发展党员
工作计划。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发展党员工作的通知》，建立农村发
展党员台账，提高青年农民发展比例。
指导各行政村（社区）按照现有“两委”干
部1∶1的比例建立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进一步壮大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

走进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
欣办事处许楼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看
到里面宽敞明亮，整洁大方，有几位群
众正在咨询办理相关事务。

“在办事处党工委的领导下，我们
努力抓好基层党建，把党群服务中心打

造成便民服务窗口。现在许楼村群众
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各项事务。”该村
党支部书记周兴华说。

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加强阵地建
设。统一党群服务中心标识牌、统一村
党支部标识牌、统一村民委员会标识
牌、统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标识牌、
统一悬挂国旗党旗是商丘党群服务中
心“五统一”的建设标准，党群服务中心
这一党建工作阵地，切实发挥党组织凝
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政治核
心作用，为党员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
务，进一步提升了党建工作水平。

政治生态好，则人心顺、正气足；政
治生态不好，则人心散、积弊生。为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商丘市委、市政府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双重组织生
活会等制度，经常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印发《关于加强
和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的通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永葆初心、锤炼匠心、坚守恒心，商
丘持续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
工程”，打造了一支支宣传党的主张、贯
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
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队
伍。③9

时光荏苒，见证沧桑巨变；岁

月如歌，谱写壮丽诗篇。

40年风云激荡，商丘千千万

万的党员以建设者、组织者、行动

者的角色乘风破浪，奋勇向前，汇

聚起了磅礴力量，助推商丘高质量

发展。

近年来，商丘建设发展逐步走

上“快车道”，无论是生产经营、质

量安全，还是党建群团，文化创新

等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从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到“走出去”开

拓新空间，再到装备制造与装配式

建筑等领域的不断突破，或者是城

乡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以及在“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中主动作为，

扮演了重要角色……

追根溯源，正是商丘坚持传承

“红色基因”，冲破观念束缚、突破

固化的藩篱，充分发挥“党建+扶

贫”“党建+队伍”“党建+人才”等

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充分结合各

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实际工作，深

度融合，双轮驱动，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让枝繁叶茂的“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和金融博士赵志亮、水博士孔
令为都是被县领导从北京、上海挖过来
挂职的。虞城县把人才作为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资源，形
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
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局面，从而
成为虞城发展的内驱力。”农业博士、虞
城县高新区副主任韩亚伟说。

韩亚伟投身全县循环农业、污水治
理和高科产业，农民芍药种植面积大幅
度攀升，10多家企业成功申报高新企
业；赵志亮在郑州设立了融资工作组，
将县里年轻干部安排至省住建厅等单
位锻炼，为虞城培养金融后备人才 10
多名；孔令为将浙江环境治理经验在
虞城加以推广，进一步深化了院地合
作……这只是商丘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打造人才聚集高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商丘以“十大人才工程”为
抓手，完善人才政策，深化院地合作，统

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着力打造人才集

聚高地，为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加快
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柔性引智“借”才。每年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商谈对接，本着“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采取刚性引进与
柔性引进相结合方式，结合主导产业和
重点项目，以直接引进、挂职等形式，重
点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人才,为全市经济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领
带动作用。仅 2017年，全市共柔性引
进各方面高层次人才108人。

强化培养“育”才。围绕全市总体
发展思路，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研发中心、重
点实验室和博士硕士实习基地，每年重
点选送 100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到
省内外进修深造和开展科技合作，积极
引导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开展科技攻
关、承担重大课题等活动，造就一批在
全国、全省有影响的行业、学科带头人。

创造平台“聚”才。在“北上广深”
等人才相对集中的城市设立市级人才
服务中心，县（市、区）级同步设立人才
服务站，发挥异地商丘籍各类人才的人

脉、技术等资源优势，吸引在外优秀创
新创业人才反哺家乡发展。同时，集中
建设了一批能够有效集聚承载人才创新
创业的平台，实现了人才工作与经济发
展的良性互动。鼓励企业建设科技研发
平台，集聚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突出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迅速在商丘市建设形成
了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等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和集聚承载人
才创新创业的平台，推动了全市科技与
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截至目前，商丘
市已建成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1家；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5家；省级高新区 4
家；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1家；省
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3个；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4家；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新
认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家，总数
达到56家；省级院士工作站3个。

人才是发展之基、创新之要、竞争
之本。商丘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大力
实施“党建+人才”的战略，努力实现了
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动力。③9

聚人才 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找突破
构建党员群众“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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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庄子镇流通村农民用辣椒和玉米拼成国旗，以农家特有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情。

市县乡三级4489名党员干部

深入全市4079个
行政村（社区）开展工作

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533个

推进“引领工程”

“三·五”基层工作日

培育“双强”支部书记

1415名
精准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1824名

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519个

自2016年开始

商丘创新实行

“三·五”基层

工作日制度

每月的25日、15日、5日

分别为市、县、乡三级党

员干部联系基层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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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到全国林业模范潘从正故居参观。⑨6 闫占廷 摄

居民参加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大会。

‘三·五’基层工作日制
度不仅让群众问题得
到快速解决，有效化解
基层矛盾，也让我们党
员干部成了群众的贴
心人。

统一党群服务中心标识牌

统一村党支部标识牌

统一村民委员会标识牌

统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标

识牌

统一悬挂国旗党旗

“五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