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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激活党员意识突破基层党建困局

走心，基层党建由“事”向“人”转变 创业要实
重在真干实干苦干

□中共平顶山市湛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乔卫民

扶沟县一看二听三访

督导第一书记任职

通许
搭建服务网络
方便群众办事

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巩义市对照

“不严不实”问题，开展对标画像，采取“群众素

描画、自己对照画、班子高定标、书记严把关”

方式对标画像，真正做到量身定做标准，深挖

思想原因，切中问题要害，明确整改方向。

群众素描画。通过敞开大门搞活动，广

泛发动群众参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虚心听

取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心声、需求

等作为党员干部查摆“十不十欠”问题的“风

向标”，用群众的眼睛来透视、解剖党员干部

的行为、形象，帮助党员干部对照“不严不实”

问题认真“画像”，使查摆问题一针见血。

自己对照画。党员干部切实把自己摆进

专题教育中，对照焦裕禄、谷文昌等正面典型，

自己围绕思想和作风找问题、高标对照“画像”，

除了画出与别人存在的共性问题，着重查找和

画出自己的个性问题，面对“画像”扪心自问、自

我审视、自我剖析，画出的是不是真实的自己，

是否还存在没有画到的地方，是否搞形式走过

场，通过自己对照画，使查摆问题一丝不漏。

班子高定标。召开党委（党组）专题会

议，敢于动真碰硬，不回避、不掩饰，通过集体

议、互相帮的方式，研究讨论班子及班子成员

存在的问题，并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突出业

务职能定高定实标准，看对标画像实不实、准

不准，是对照自身量身定做、还是放之四海皆

准，使好干部标准经过反复商榷，凸显特色。

紫荆路街道以“三学理论、四听意见、五查画

像”开展自画像和集体像。小关镇开展“六对

标二画像”活动，画好党员干部“个体像”，画

好领导班子“集体像”。

书记严把关。各级“一把手”真正发挥作

用，尤其在对照“十不十欠、不严不实”问题和

正反两方面典型开展“画像”、制定“好干部标

准”、找准问题、制定整改措施等关键节点，亲

自审核把关，把党员干部与“好干部标准”认

真比对，一条一条对照、一字一句斟酌，察看

对照“不严不实”是否找准穴位、制定标准是

否定高定实、好干部标准是否贴合实际、对照

检查是否达到标准，整改措施是否见筋见

骨。该市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及时对分管单

位好干部标准把关，对班子问题及查摆整改

定期检查，帮助画实画准、从严落实整改。

目前，该市108个单位各具特色的“好干

部标准”已经出台。“对标画像、整改提升”活

动已成为巩义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有力

“推进器”和凝心聚力的有效“孵化器”。

巩义市委组织部 崔静

为促使114名第一书记履职

尽责，12月7日至12日,扶沟县

委组织部派出四个督导组对第一

书记驻村任职情况进行督导。

督导采用“三步工作法”的形

式进行。一看。看第一书记是否

坚持在村入驻：是否有餐具、床褥

等生活用品及使用迹象，驻村工

作日志是否做到了工作日及时记

录，是否建立了驻村工作台账，是

否有“逢六村务日”记录材料等。

二听。听第一书记驻村工作汇

报：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

贫、落实基础制度、办好惠民实事

等工作开展情况；驻村工作取得

的成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下步

打算及对驻村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三访。入村访问群众对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的表现：是否坚持

了每月不少于20天的入驻，是否

经常听取群众对村内各项事业发

展的意见和建议，是否认真为群

众做好事、解难事。

扶沟县委组织部魏文升

山沟里修起水泥路，山顶上开出农忙路，

山坡地开始机械化，山村里通上自来水……

昔日无人问津的深山小村，如今成了城里人

都想来的“后花园”。这就是淇县黄洞乡鲍庄

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发生的新变化。

“要不是老冯回来领着大家伙干，村里也

不会有这么大变化啊。”鲍庄村的贾小四逢人

就夸。村民口中亲切称呼的老冯，就是响应

该县“头雁回归创业”计划，回乡带领群众创

业的退休县级干部、现任该村第一书记的冯

增智。从“县官”到“村官”的巨大转变，背后

彰显的是他回报家乡的挚热情怀。

“与党员干部走心，关注党员干部内心需

求，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是

‘人的党建’的核心理念。党建要由‘事’向

‘人’转变，让党员干部自觉地担起职责。”淇

县县委书记王永青说。

以往抓得很用力，但总觉得欠点啥

党员意识不强，干部守摊保本，求稳怕

乱，不仅曾是淇县基层党建工作中的难题，更

是困扰淇县发展的病因之一。

藏起党员身份混同于一般群众的有之，

自私狭隘谋一己之利的有之，长期不参加组

织活动的有之，遇事能躲则躲，能推则推的有

之；更有甚者，带头参与缠访、闹访，使党员形

象在群众中严重受损。

现在的党员怎么了？啥原因让党员意识

如此淡薄？这些问题，让该县一位有着近50

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想不通。

淇县县委也陷入了深思。为让党员发挥

作用，该县先后实行了公开承诺、挂牌上岗、

党员评议等措施；为把党员组织起来，严格党

内组织生活，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为把基

层支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推行星级管理、述

职评议等举措……但这些措施抓得紧一点，

成效就比较明显，时间一长，便会被大家淡

忘，流于形式。

“一项措施一阵风，上面抓得紧，下面往

前冲；上面一放松，全当耳旁风。”群众的话虽

然难听，却道出了该县基层党建工作的困局。

基层党建到底该怎么抓才算是抓到了根

上？县委主要领导在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后，

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都只是简单地关注把党

建工作的“事”做好，却忽略了做这些事的

“人”。

“党员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也要

为生计奔波。如果不顾及其个人的思想实际

和内心需求，而是一味地硬性要求，基层党建

必然像隔了一扇玻璃门，总抓不到要害。”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继民直击问题要害。

问题催生办法，思路开启出路。2015年，

以尊重、保障、关怀、激励为关键词的“人的党

建”在该县各乡镇、街道试水，激活了基层党

建工作的一池春水。

支部是个家，谁都想为家做点啥

“真是没想到，县委书记会给俺这个普通

的农村党员来过生日。”西岗镇秦街村老党员

秦荣玉和王德民两位老党员逢人便说。10月

15日，王永青亲自上门为他俩庆生，让他俩成

了“名人”。

给全县102名85岁以上老党员过生日只

是该县推行“人的党建”的一个缩影。

根据“人的党建”理念，该县紧贴基层党

员的内心需求，制订出台了《淇县关于加强基

层党员管理服务的十条规定》，着重保障基层

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进而

激发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

从而使基层组织成为心劲同向的“大家庭”。

“农村党员最看重的就是村里的大事小

事先知道，大事小事有话语权。这个脉，‘十

条规定’号准了。”“十条规定”得到了基层党

员干部的普遍认可。

据了解，党员活动日成为该县落实党员

民主议事制度，保障党员权利的重要的平

台。每月15日，农村各党支部都要向党员通

报上月的工作情况，并接受党员质询。

关怀困难党员、贫困党员是该县增强党

员组织归属感和荣誉感的重要措施。据介

绍，该县成立了6万元的困难党员关爱基金，共

发放关爱基金4.2万元，救助困难党员183名。

“组织这么看重我们，咱要是不为村里干

点啥，还算个啥人。”秦街村党员李习东说得

很真诚。

组织与党员走心，党员与组织交心。今

年以来，该县82%的农村党员主动认领了“一

区三制”责任区，累计化解矛盾纠纷316起，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5625件。

走心抓党建，啥工作都很顺

“工作是强迫着做，还是主动做，效果差

距很大。走心抓党建，把党员干部内心的主

动性激发出来了。”黄洞乡党委书记王玉琴感

慨万千。

走心，让该县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

迸发，县委则用平台和担子全力回应。在《淇

县加大农村带头人队伍建设力度工作指要》

中，该县“挖”人才、“奖”人才的深度和力度，

让人耳目一新。

在“挖”人才上，实施“头雁回归创业”计

划，吸引外出创业人员、退休干部回乡带领群

众创业；打破身份界限，从志在农村干事创业

的县直机关党员中选派第一书记；在“奖”人

才上，设立“金雁奖”，除每年给予现金奖励

外，特别优秀的“头雁”，还可聘任为乡镇党政

副职，并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

“县委向淇县籍外出务工和退休退伍党

员干部发出了公开信，组织部部长还亲自上

门邀请，当时我就下了决心。”言及回乡的动

因，冯增智说得很坦诚。这个决定，让他成为

回归家乡的第一人。如今，像冯增智一样回

归家乡创业的已有13人，在该县形成了一个

特殊的先进群体。

秦街村的李树祝，放弃了私企高管的职

位，垫资80多万元，创办了该村有史以来第一

家集体企业；仙谈岗村余来喜，把北京的生意

关停，回村修村道、装路灯、建广场，脸晒黑

了，人也瘦了一圈……

“只要党建走心，啥工作都很顺。”这是该

县党员干部的共同体会。

“现在党员都会自觉地完成支部分配的

任务。”北阳镇卧羊湾村党员秦亮玉说，“我们

村硬化村道的事经全体党员讨论，形成了一

致意见。党员支持，目标一致，路很快就修好

了，没有一家扯皮、上访。”

“党员的意识被激活，党员干部的行为就

会自觉主动地严起来，基层组织生活也会得

到规范。这种发自党员内心的深刻认同，使

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基层更接地气，

也更有人气。这也是‘人的党建’题中的应有

之义。”王永青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创业

之理亦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创业要实，脚踏实地、

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

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

绩。创业要实的核心要义，在于

真干事、实干事、苦干事。这既是

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品格和行动

准则，又是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

和成事之要。

创业要实，就是要真干。当

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

坚时期，面临着复杂繁多的矛盾，

也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作

为党员干部，就要敢担当，越是尖

锐的矛盾、难啃的“硬骨头”，越应

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

推进，一定要有迎难而上不退缩、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魄力。要敢于

冲破旧观念的束缚、破除体制机

制的弊端，充分发挥创造力，敢于

创新。打铁还需自身硬，敢干事、

能担当，背后是品格，是境界，更

是能力，能力水平是敢干事的底

气、能担当的根基，提升勇于担当

的本领，方能促进党员干部事不

避难、奋勇向前，在难题面前敢闯

敢试，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

创业要实，就是要实干。创

业实不实，是衡量作风好坏的一

把重要标尺，也是成事兴业的基

础保障。要把创业的落脚点放到

办实事、求实效上，而不是追求表

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作为

党员干部，更是要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中

才能破解；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

中才能把握；一切愿景，只有在实

干中才能实现。要坚定务实创业

信念，把实干放在心头，落实在为

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落实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上，通

过真抓实干使各项改革部署从

“最先一公里”快速起步，在“最后

一公里”落地生根。

创业要实，就是要苦干。只

有用心坚持不断工作，吃得了

苦，挑得起担，在谋求发展上避

虚求实，才能取得良好成绩。要

发扬久久为功的韧劲，驰而不息

的精神，分清轻重缓急，以善作

善成的实效，积跬步至千里。要

有敢想敢干的勇气和不畏艰难

的精神，埋头苦干，在苦干中解

决问题、抓住机遇、树立信心、推

动发展。面对矛盾要克难而进，

遇到问题不绕道、不回避，有一

股 凛 然 的 气 势 向 问 题 动 刀 亮

剑。面对危机要挺身而出，敢于

碰硬钉子，善于做思想工作，能

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

急难险重的任务，要咬紧牙关、

迎难而上，善于分析研究，找出

化解危机的良方。

12 月 12 日，通许

县冯庄乡便民服务大

厅工作人员在为群众

办理业务。该县大力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

织建设，以“一站式”便

民服务平台为抓手，搭

建了县乡村三级便民

服务网络，打通“联系

群众最后一公里”。

通许县委组织部

张刚军摄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通过建立领导干部

品德档案、实绩档案、作风档案、廉政档案“四

种档案”，加强干部平时考核，及时了解干部

的工作情况和日常表现，强化对干部的从严

管理监督。

“品德档案”主要记录干部的政治品质

和道德品行方面的表现，包括思想信念和政

治立场是否坚定，对上级方针、政策、决策部

署是否坚决贯彻执行，是否带头遵守社会道

德、遵纪守法、参与非法宗教活动或其他不

健康活动等，是否诚实守信、作风正派、情趣

健康等内容。“实绩档案”主要记录干部在工

作中提出的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作用

及取得的绩效等情况。“作风档案”主要记录

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情况。“廉政档案”主要记录干

部廉洁从政、廉洁自律方面的苗头性问题等

方面情况。

该市定期将干部“四种档案”公开晒，还

到干部所居住的社区进行邻里询访。同时，

还将“四种档案”记载情况和评价结果作为干

部平时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发现干部、使用干

部、问责干部的重要依据。今年以来，先后有

30多名干部因道德品质好、工作业绩好、群众

公论好被提拔重用，查处违反工作纪律、为官

不为等问题干部79人。

平顶山市委组织部李鸿雨

12月12日，记者走进许昌市东城区祖

师办事处祖师社区，社区内道路笔直平坦，大

街小巷都已硬化，楼房林立，井然有序，社区

居民在广场上载歌载舞，整个社区呈现出一

派幸福安康局面。

省委要求全面开展基层四项基础制度

建设以来，祖师社区“两委”班子践行“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不说空话多干正事、干实事。

为确保居民的饮水安全，该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与工程施工人员一起勘测线路，合理选

址，科学施工，铺设管道1.8万多米，做到了户

户通水，家家环保。居民的安全是大事，经支

部会“两委”班子成员研究商议、党员大会审

议、居民代表决议，全社区安装了防控设备，

两个自然村共设探头40个，安装消防栓20

个，建设垃圾池20个。

12月份以来，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带领

村组干部义务劳动11天，治理社区环境，铲

除卫生死角垃圾，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居民

对此拍手称赞。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办事处

锦华苑社区党支部开展以“下网

格 暖民心 亮特长”在职党员志愿

服务活动。在职党员带着关于环

保、安全自救、科普知识、青少年

教育、平安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宣

传资料，来到学梓公园，为大家免

费发放并讲解。

这次宣传内容涉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

相关，得到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一位居民高兴地说：“这个活动办

得好啊，这些宣传资料很实用，既

增长了知识，又增强了对突发事

件的处置能力。”

（刘会夏韩海燕）

□本报记者杨利伟通讯员张智民文/图

群众素描画自己对照画班子高定标书记严把关

巩义：“对标画像”画好党员干部形象

为进一步拓宽党员教育渠

道，今年4月份，通许县委组织部

开通了“甘霖润心田”微信公众平

台。该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

等形式，向党员用户宣传党的政

策，展示党建成果、弘扬先进典

型等。该平台的开通，丰富了开

展党员教育，特别是对流动党员、

社会组织、非公企业党员进行教

育的手段，使全县党员无论在何

时何地都能及时听到党的声音。

该平台自开通以来已发布各

类信息100多期，所发布内容深

受用户喜爱，特别是一些反映通

许建设发展及宣传报道本地先进

典型事迹的视频，更是有很高的浏

览量。下一步，通许县委组织部将

制作一些反映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宣传片上

传到微信公众平台，真正起到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作用。

通许县委组织部 李骁

郑州市锦华苑社区

在职党员下网格暖民心

通许县

用新媒体传递党的好声音

许昌市祖师社区

抓好四项基础制度 环境改善百姓称赞

平顶山市

建“四种档案”
为干部戴上“紧箍”

淇县县委书记王永青为农村老党员过生日淇县县委书记王永青为农村老党员过生日，，送蛋糕送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