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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庆祝改革开放 周年

本报推出大型系列述评

系列述评之五

协调破解“三农”难题

02│要闻

改革开放 40年，河南逐步走出了一条统筹协调破解“三农”难

题、走向现代化的新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提

出“四个着力”，强调要着力做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工作。牢记总

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为全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业农村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原儿女用不懈探索，交出了一份

沉甸甸的“河南答卷”。

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李点）
12月 6日，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在郑州召开。省政协主
席刘伟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
会议议程，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十
三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听取
了有关人事事项草案的说明，书面
听取了关于《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全
体会议工作规则》《政协河南省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政协
河南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
规则》《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提案工
作条例》等修订草案的说明。按照
日程安排，与会人员将围绕会议议
题进行分组讨论。

会议举行学习讲座，邀请国防
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室
主任马刚，作了题为“新时代开启维

护国家安全的新征程”的辅导报告。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和汪洋主席要求，牢牢把
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历史方位，锚
定新的使命任务，始终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凝聚力
量，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升工
作质量，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在助
力中原更加出彩中贡献政协力量。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
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
艳、谢玉安、刘炯天和秘书长王树
山出席会议。部分住豫全国政协
委员、省辖市政协主席、省政协机
关厅级干部列席会议。③9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
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这
其中的“一个”也包括每一名困难职
工。作为职工的“娘家人”，不让一名
困难职工掉队，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困
脱困，一直是全省各级工会组织牵肠
挂肚、尽心竭力去做的事。

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总
工会提出的“到 2020年确保困难职工
同步迈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省
总工会坚持以制度保障为工作主线，
着力完善帮扶工作体系，规范帮扶资
金管理，狠抓责任落实，不断提高工会
帮扶“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扎实的

工作帮一个个困难职工家庭走出困
境，让他们脸上绽放笑容。

党政大力支持 保证资金投入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困难
职工帮扶解困工作，每年“双节”送温
暖、“金秋助学”等大型帮扶活动，省
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相关领导
都带头出席。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省财政将工会专项困难职工
帮扶资金列入预算，每年拨付 6200万
元，形成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各省辖市总工会也积极
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并通过工会经费注
入和社会捐助等途径，广泛筹集帮扶资
金。其中，濮阳市委、市政府下发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实施意见，（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陈辉）5G，正以超乎
想象的速度加快到来。在这场风起云
涌的信息技术大变革中，中国移动已走
在了最前列。截至 10月底，中国移动
已围绕 5G 技术提交发明专利申请近
1000 件，跃居全球运营商第一阵营。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加快5G应用示范，
在全国 12个重点城市建设 5G试验网
与应用示范工程，郑州成为首批 5G试
点建设城市之一。

“成为首批示范城市，在郑州的通
信建设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河南抓
住了 5G发展的历史机遇，意义非常重
要。”在日前召开的2018数字经济峰会
暨 5G重大技术展示与交流会上，中国

移动副总裁李正茂说。
河南移动谋定而动，积极主动把握

5G发展新机遇。2018年 5月，省发改
委与河南移动签署《推动河南 5G规模
组网及应用示范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5G行业示范应用，支持5G试
点配套建设，加快推动5G规模组网。

风景如画的郑州龙子湖智慧岛，是
河南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
区，河南移动已在这里抢先布局 5G基
站，实现了智慧岛的5G全覆盖，未来这
里将建成5G技术展示和应用创新的高
地；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河南移动与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在全国率先
完成 5G远程医疗临床业务示范，未来
将重点开展基于 5G网络的移动急救、
远程会诊、机器人超声、机器人查房、远
程医疗教学等应用研究，（下转第三版）

不让一名困难职工掉队
——我省各级工会组织扎实推进困难职工

解困脱困工作撷英

抢5G先机建数字河南

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
刘伟主持

再探“四议两公开”

从邓州走向全国

12月 3日，说起中央政治局的这次
重要会议，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朝
瑞非常激动。“这么多年了，习总书记一
直记着‘四议两公开’啊！”他感慨地说。

刘朝瑞当年是邓州市委书记，是
“四议两公开”的主要创始人。

2009 年 4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到河南调研，在听取刘朝瑞对这
一工作法的汇报后，作出重要批示：“邓
州工作法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好经
验、好做法，可加以完善并在更大范围
内推广。”

问题是时代的先声。2000 年前
后，中国农村改革遇到了诸多矛盾和
挑战，农民负担过重，村“两委”推诿扯
皮，党组织在农村的影响力、凝聚力、
战斗力弱化，“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
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
用”。邓州工作法正是这些问题倒逼
产生的。

“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
议、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审议、村
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

开、实施结果公开。这个工作法囊括
了乡村治理的各个层次，有很强的生
命力。”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郭献
功说。

2009 年 5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
全面推广这一工作法，一批长期没有解
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8月，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
部长李源潮到邓州调研，将这一工作法
定名为“四议两公开”，此后多位中央领
导作出重要批示；11月，中组部等部门
在郑州召开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
机制工作经验交流会”再次力推；2010
年和 2013 年，“四议两公开”两度被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

2011年 3月 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
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邓州市在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中创造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针
对新时期农村工作的特点和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既从实体上
又从程序上完善制度规范，从而保证了
农村基层组织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使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
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有机结
合统一起来，这个办法全省、全国都在
推广，像这样的探索在基层各个领域要
倡导和支持。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
导河南时殷切寄语，河南有焦裕禄精
神、红旗渠精神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还
有“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等一些先进经
验，希望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全面提高干部队伍建设
和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为改革发展稳定
提供坚强的保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全国

各地前来邓州市学习的代表团络绎不
绝。“近年来，我们接待学习观摩团 2万
余人次，受邀外出讲座 800多场。”邓州

市委组织部高书胜说。
今年 7 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千金镇东驿达村应用“四议两公开”，
有效解决了村集体厂房出租事项，村
党支部书记简春林说，河南的这个工
作法，好用！

新时代赋予新内涵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把
“四议两公开”列入党建工作整体布
局。2015 年 6 月，省委九届十次全会
通过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在农
村持续深化拓展“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科学
决策机制。

实践证明，“四议两公开”对巩固党
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动农村基层党组
织在重大任务中发挥作用，破解基层治
理多种难题，效果显著。

64岁的邓州市张村镇朱营村党支
部书记朱志华，依然清晰记得10年前的
事情。那一年，因为村里宅基地分配不
均衡，曾引发纠纷。村里运用“四议两
公开”，通过了“落实一户一宅，多占宅
基地归公”的决议，从根本上解决了规
划难、协调难等问题，20 天就整理出
300余亩土地用于新村建设。

“党组织是咱们老百姓的‘主心
骨’。你看我们这 100 多幢小洋楼，气
派不气派？”12月 2日，朱志华指着远处
的房子，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

在当前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四议
两公开”不仅保证了邓州市 17812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无一漏识错
识，达到了贫困对象满意、广大群众满
意、党员干部满意，还先后破解了“空心
村”治理、宅基地审批和土地流转等大
事、难事。“四议两公开”在时代的发展
中不断被赋予新内涵。

走进宽敞明亮的村级政务服务中
心，互联网为“四议两公开”提供了新平
台。老百姓多层次、多样化的个体需求
在网上一键直达，办理过程一目了然，
提升了工作效率，弥补了基层党组织服
务的短板。

从邓州市实现南水北调移民安置
“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到孟楼镇探索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新模式；从基层干
部最初不会用、不敢用，到主动用、自觉
用；从过去村民“想参与没渠道、想管理
没资格、想表达没人听、想监督没办
法”，到现在充分享有村民自治的权益，

“四议两公开”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和乡村治理发生了深刻变化。

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四议两公开’被纳入《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源于它有
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
结合，与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

‘三结合’互为促进，在制度安排上为乡
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副教授崔爱鹏说。

如今，“四议两公开”在南阳市深入
人心。当地很多农村村部的院墙上，都
有一幅“六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漫画，

“六把钥匙”象征“四议两公开”的六个
步骤，而这把“锁”，就是农村问题。

在邓州市穰东镇穰西社区，60多岁
的陈金花大娘对村里的变化感触很深。
她说，实行“四议两公开”之前，村民们看
到村干部转身就走；现在，大家主动上前
跟他们谈心交流。村里决定的事项全部
公开，感觉到处都是亮堂堂的。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
有所办；民有所需，我有所为。省委十
届六次全会提出，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我省有 21.7 万个
基层党组织、544.8万名党员，只有建强
基层组织、夯实基础工作、提升基本能
力，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今年6月到 10月，南阳市相继出台
三份文件，持续深化完善“四议两公
开”，提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和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坚持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广大农村焕发
新气象。

最近，刘朝瑞对“四议两公开”有
了更多新思考。他说，让村干部讲民
主、会协商，让群众讲规矩、按程序，

“四议两公开”是
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在基层的生动
体现。

从 基 层 中 诞
生 ，在 砥 砺 中 成
长，“四议两公开”
根植实践，历久弥
新。③5

12月3日，邓州市湍河街道姚巷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政务服务平台，为村民办理工
商营业执照。互联网为“四议两公开”插上腾飞的翅膀。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一个会议，释放了一个令

人振奋的信号。

11月 2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

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

议。会议强调，凡是农村的重

要事项和重大问题都要经党

组织研究讨论，村级重大事项

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加强

村务监督。

“四议两公开”，这个2004

年发端于南阳邓州的工作法，

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议

两公开”就是在乡村治理实践

中诞生的一项了不起的创新

之举。11月 28日，省委书记

王国生强调，要坚持和完善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探索富

有河南特色的基层基础工作

经验，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不断推进党的建设

高质量。

□本报记者 董林 张学文 刘洋

——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

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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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12月 6日，省长
陈润儿到新乡黄河滩区调研居民迁建和
冬季取暖情况，并在原阳县主持召开座
谈会，强调要切实抓好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工作，真情帮助困难群众御寒防冻。

新乡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占全省总量
的53%。陈润儿深入原阳县官厂乡，到已
封顶的安置点柳月湾社区调研，实地察看
样板房和工程质量；走进黄寺村贫困户孟
加英、农户贺爱妮家中察访，关切地询问
过冬生活保障，入户体验当地“电代煤”取
暖效果。陈润儿特别强调，近期气温骤
降、雨雪频繁，各地要高度重视群众冬季
取暖问题，积极稳妥推进“双替代”工程建
设，因地制宜做好取暖工作、用好取暖政
策，真情帮助困难群众御寒防冻。

随后，陈润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 10个迁建县区有关情况汇报，郑州、
开封、新乡三市和省直相关厅局作了发
言。陈润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黄河滩区群众始终高度关
注、亲切关怀。滩区居民迁建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对提高黄河
行洪能力、改善滩区生态环境、加快滩
区群众脱贫致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年多来由于领导
重视、组织周密、推进有力，达到了预期
效果。但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
强、影响力大，必须始终将其摆上重要
位置，作为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惠民实
事切实做好。

陈润儿指出，迁建工作要科学统
筹、注重实效，坚持“四个一起抓”：主体
建设与配套建设一起抓、质量保障与进
度保障一起抓、生产改善与环境改善一
起抓、公共服务与生活服务一起抓。在
推进中要把握好“五个重点”：控制工程
造价、落实迁建政策、筹足建设资金、扶
持劳动就业、保障施工安全，决不允许
出现“豆腐渣”工程、留下安全隐患。要
切实抓好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加快滩区
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不辜负党中央、国
务院对我们的期望。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满仓参加调研座
谈。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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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 12│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