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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建设 提供根本保证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陈瑞杰 代纪英 赵树阳

今年中秋节前，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乡姬崔
村村委会大院里热闹异常，村民们开着各自的交
通工具到发放点领取面粉、月饼、大豆油等中秋
节福利，个个脸上乐开了花。这是该村连续第八
年发放中秋节福利。

姬崔村之前是个破旧的城中村，几乎没啥集
体收入。近年来，村“两委”抢抓机遇，通过创办
村办企业和开展商铺招租等方式，使村集体收入
上亿元，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福
利越来越多。

“村集体家底实了，乡亲们得了实惠，村党支
部有了威信，我这个书记腰板也更硬了。”姬崔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安亮亮说。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集体经济薄弱、村级
组织无钱办事的情况，近年来，漯河市把破解村
级集体增收难题摆在突出位置，围绕村级组织有
钱办事、有能力服务党员群众，大力开展以“增加
村级集体收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发展活力”为
主要内容的“双增”行动。至 2019 年上半年，全
市 1035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清零”，占行政
村总数的 81.6%，年收入 5 万元以上的村有 474
个，占 37.4%；全市 9个村村级集体收入超亿元。

姬崔这样的城中村毕竟是少数，多数地处偏
远、并没有资源禀赋的村怎么办？漯河市从土地
整治、清产核资入手，指导各村因地制宜发展集
体经济。以临颍县为例，该县从 2015年起，集中
开展侵占集体土地和一户多宅专项行动，通过复
耕、土地租赁等增加集体收入。全县 139个村拆
除违占住宅 4700 多处，收回荒坑荒片 3280 亩，
整治土地 5530 多亩，其中连片土地 4100 多亩。
仅土地托管租赁这一项，全县的村集体经济每年
就增收 300多万元。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离不开制度创新。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引领各级党组织在
发展现有租赁经济、开展社会化服务增收的基础
上，开展入股经营。村集体通过土地整理增加耕
地面积，获得占补平衡指标，区里按每亩指标 1
万元的价格进行奖补，奖补资金投入区投资公司
获得分红。仅此一项，村集体经济年平均收益达
5.2万元，最高的达 12.2万元。

对于无集体土地、无资产和无区位优势的
“三无”村，漯河市则筹措财政专项资金，帮助这
些村在城区、集镇购置店面等固定资产，通过租
赁获取收益。临颍县现代家居产业园就设立了
集体经济工业园，由该县的部分贫困村享受分
红。“县里整合财政扶贫资金分给我们村两大间
烘干窑，第一年的分红 50570元已经到账。我们
拿出一部分帮扶贫困户，一部分用于村里的基础
建设等民生支出。今年，我们还想再投资一个项
目，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窝城镇窦庄村党支
部书记窦纪才兴奋地说。

目前，漯河市已探索出了资产出租、资产入
股、三产服务、土地托管、龙头带动、乡村旅游、光
伏发电等七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漯河市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说：“这几种模式均以农村集体
资产、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为纽带，以政策、资
金、技术等项目要素为支撑交织存在，我们鼓励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增强村级党组织的‘造血功
能’。”

为确保“双增”行动落在实处，漯河市财政近
年来整合发改、农业、水利、金融等部门资金
1200多万元，各县区整合涉农资金 500多万元，
采用奖补杠杆机制，扶持撬动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今年，在省定 28 个扶持发展集体经济试点
村基础上，漯河市又选定 505个村作为全市集体
经济发展重点村，实行项目化管理推动，市财政
每年投入 1000万元用于专项扶持。

与此同时，漯河市坚持选优配强村级班子，
把增加村级集体收入作为县乡村党组织书记抓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每季度组织
一次逐村观摩，每半年组织一次集中观摩讲评，
持续推进村级集体经济整县区、整乡镇“清零”

“消薄”。
按照计划，到 2019 年底，漯河市 40%的行

政村集体收入要达 5 万元以上；2020 年底，实
现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面“清零”，半数以上
的村全面“消薄”。

漯河市持续开展“双增”行动——

村级集体有收入
村级组织有活力

打通文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漯河市委组织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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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穿上“红马甲”，志愿服务在行动

农村“三强”带头人培训走入浙江大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党的建设是做

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

漯河市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扛稳政治责任，坚持

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强化党的建设这个根

本保证，高水平做好党的

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推动

党的建设高质量取得更大

成效，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引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高

质量。

秋季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秋季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李群涛 贾易

“王润生性刚正不阿，勇斗奸臣刘
瑾，不仅仅是双庙村的骄傲，也是咱们所
有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我们双庙村的
党员干部作为王润的后人，应该学习王
润的哪些精神和作风呢？”

9月 9日上午，在临颍县城关街道双
庙村村委会，一场以《传承临颍优秀文化
基因，筑牢廉洁勤政思想防线》为题的讲
座正在进行，主讲人——临颍县纪委监
委信息网络室主任曹国峰把该村历史人
物——明朝监察御史王润的故事专门作
为一节，引起了现场村干部和村民的极
大兴趣。

为让廉政文化更好地走进基层，走
进群众心中，今年以来，临颍县在引导各
乡镇按照“一村一特色”原则开展村级廉
政文化阵地建设的同时，组织开展了“纪
检干部下基层，廉政课堂逐乡行”活动，
要求纪检干部结合农村实际，采取讲故

事、说道理、话人生等形式，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传承本土优秀文化基因，争当新
时代勤政为民的党员干部。

为创办“最接地气的廉政教育大讲
堂”，临颍县坚持正面教育与警示教育相
结合，一方面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风，用近年来该县农村基层干
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结合法纪条文
进行讲授，增强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和震
慑力；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临颍本地丰富
的廉政文化资源，例如，以临颍县历史上
五位监察官员为代表的廉吏文化、以临
颍县杨再兴陵园为主的忠义文化、以临
颍县首任县委书记谷迁乔等革命烈士为
主的红色文化，把发生在临颍历史上的
廉政故事讲给大家听。由于说的都是

“自己的事、身边的事”，廉政课堂备受基
层干群欢迎。

“县里把廉政课堂搬到家门口，听了
确实很受触动，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案
例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就可能发生在自己
身上。”双庙村党支部书记王广召说。

廉政课堂也把党规党纪教育与家风
民风教育相结合，一部分群众也“偷偷”
参加旁听。“听县里的廉政课，我明白了
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比如老师讲的‘做
事要有红线、交友要有界线、对家人要有
底线’，我听了很受启发。”双庙村村民崔
淑芳认真地向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

廉政课堂接地气，干部作风得转
变。“现在村里推行阳光村务，啥事都在
广场的公告栏及时公示，大家心气顺了，
干啥都顺。这不，路也修了，广场也绿化
了，垃圾也有人清理了，现在俺村啊，可
不比城里差！”崔淑芳兴奋地补充道。

今年年初以来，临颍县廉政课堂先后
开讲187场次，覆盖全县所有的乡镇，农
村“两委”干部和农村党员听课覆盖率分
别达 90%以上和 78%。“廉政文化、廉政
教育必须接地气、接人气，避免形式主义，
这样才能真正让廉政基因植入人的内心，
让党员干部始终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反腐倡廉带来
的好处。”临颍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许辉

“我们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在党
员家里，街坊邻居就像串门一样，拉近了
距离，丰富了生活，还能学到很多有用的
知识，大家都爱听我这个老党员讲讲革
命历史。”9月 21日，在漯河市源汇区老
街街道新华街新时代家庭文明实践点，
89岁的老党员朱清芬骄傲地说。

朱清芬说的家庭文明实践点开在新
华街社区东安小巷党小组组长陈红乐的
家中。新华街历史悠久，这里的街道一
度又窄又旧、又脏又乱。2014年成立的
东安小巷10人党小组,带领社区党员穿
上“红马甲”,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在背街
小巷巡逻,耐心调解邻里纠纷,帮助困难
家庭,义务担负起东安街小区 280 户、
591 名居民的物业服务重任,传递党的
温暖。为更好地方便大家学习交流，特
别是为方便部分老、弱、病、残党员，

2016年，新华街社区在陈红乐家中成立
了“新时代家庭文明实践点”。

“我们除了集中学习党的理论政策，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等之外，还经常组织
优秀党员、道德模范讲身边人、说身边
事，区里和街道也不时邀请党校讲师前
来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大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陈红乐说，现在，到文
明实践点听讲座、拉家常，已经成了街坊
邻居们的习惯。

在文明实践点的熏陶和党员的带动
下，街道居民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参与
到社区治理中，街道环境变得更加干净整
洁了,社区变得更加和谐温暖了。

在漯河市源汇区，像这样设在居民小
区、家庭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共有 35
个。同时，源汇区在社区（村）一级设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51个，在乡镇办（园区）、
区属文明单位、企业设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68个，成立各类志愿服务站36个。
平时，各个文明实践活动基地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向社区居民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法律法规、文明礼仪、创业就业
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努力打造新时代的

“红色课堂”，同时开展百家宴、邻里节等群
众性活动，增进邻里感情，凝聚干群合力。
截至目前，全区共开展理论宣讲、时事解
读、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1200
多场次，受益群众达20多万人。

“基层干部群众凝聚起思想共识，就
能激发出强大的活力和动力。”源汇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说，“新时代文明
实践就是要走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正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把基层广大干
群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从源汇区到
漯河市，一粒粒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
子”正在沙澧大地悄悄发芽、开花、结果。

重温入党誓词 尤亚辉 摄

初心牢记 张秋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