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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高质量党建的“鹤壁密码”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25日，是第31个全

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

红线”。省自然资源厅在郑州举行庆祝活动。

据悉，我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

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以“长牙齿”的硬措施推进

一网两长、百园增效、从严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三

大行动”，提高执法查处震慑力，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保护耕地。”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张兴辽说，针对河南正处在工

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耕地保护压力日趋增

大的实际，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牢固树立十分珍

惜、合理利用和切实保护耕地的意识，为扛稳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建立以耕地保护为首要任务的土

地管理格局。实行耕地管控性、补救性、约束性、

建设性、倒逼性、惩治性“六重保护”措施，构建了

较为完备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

据统计，目前，我省实有耕地1.2229亿亩，居

全国第三位，连续22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确保

了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

人”的原则，省自然资源厅构建网格化监管责任体

系，推动监管关口前移，解决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突

出问题，做到县以下自然资源部门的每名干部职

工都有“责任田”，坚决看住管好每一寸耕地。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贺洪强

6月25日傍晚7点半，天空渐渐地

暗了下来。原阳县葛埠口乡政府传来

了一阵阵掌声，该乡千分制考核表彰大

会正在火热进行。

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村党支

部书记们胸前挂着“光荣”的大红花依

次上台领奖。抱着金黄色的“五好”农

村党支部和红彤彤的千分制考核一等

奖两个牌子的张小献，黝黑的脸上堆满

了笑容。

张小献是靳庄村党支部书记，在上

半年的千分制考核中，靳庄村以918分

的高分在全乡19个行政村中名列第一，

获得了1万元的奖励，成了全乡的榜样。

原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彦伟说：

“千分制是原阳县委激发村‘两委’活

力、抓好农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

载体。乡镇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

重点工作，设置千分制的考核内容和程

序，满分1000分，定期排名，奖励先进，

鼓舞干劲。”

表彰刚结束，庆“七一”的文艺汇演

就拉开了序幕，张小献顾不上看精彩的文

艺节目，拽着邻村小王庄村党支部书记魏

子军就出了会场，找到娄彩店村党支部书

记娄彦杰，商量稻米产业发展的事。

见到张小献和魏子军胸前的大红

花，平时信心满满的娄彦杰有点不自

然，这次千分考核中，娄彩店村的分数

只有798分，比他俩村的分数少得多，

一听说找自己商量稻米产业，娄彦杰赶

忙说：“我得找你俩学习呢！”

原来，这三个村呈三角形相邻，地

块挨着地块，亲戚连着亲戚。娄彩店村

在村党支部书记娄彦杰的带领下，成立

了种植合作社，注册了品牌，流转了

800亩土地搞绿色稻米生产，让种水稻

又有了大收益。

“能不能把俺俩村的水稻田一块儿

流转了，形成规模种植，这样娄彩店的

品牌就更响了。”张小献急切地说，“一

样的品种，咱的水稻卖2块一斤，人家

娄彩店的水稻有品牌、会运作，能卖到4

块，不急不行呀。”

“俺村有1600亩水稻田，到时也可

加入进来，群众对这事可支持，你就放

手干吧！”魏子军也劝娄彦杰。

“老魏叔，你放心！只要娄彩店稻

米产业向前走一步，我绝对带着咱们，

三个村一块儿发展。”娄彦杰与魏子军

是老亲戚，按辈分他俩差一辈。

见水稻产业的事说妥了，娄彦杰又

将了他俩一军：“那你俩也得传授下真

经，咋让俺村的积分搞上去？”

魏子军指着张小献笑着说：“俺才

是三等奖，让一等奖给你说。”

见娄彦杰要他谈经验，不善言辞的

张小献黝黑的脸上平添了一抹红色。

葛埠口乡党委书记裴志奇看到张

小献作了难，就点评说：“张小献的村

16项工作都很均衡，失分很少，像娄彦

杰所在村产业发展很好，可服务群众不

能光说产业，其他工作也得跟上，这样

才能让群众满意和安心。”

采访结束，恰好遇上朱柳园村87

岁的老党员朱云高，他胸前戴着大红

花，脖子上挂着“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问及对年轻一代村党员干部的印

象时，朱云高伸出大拇指说：“这些娃娃

党员弄得不瓤！”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鹏 王志
磊）6月26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西平县

嫘祖文化苑内灯光绚烂，旋律激荡，100多名

身着潮服的模特轮番登场，用美轮美奂的表

演拉开了“626中国服装品牌直播日”活动的

大幕。这是该活动连续第二年在西平县启

动。

近年来，作为缫丝制衣始祖——嫘祖故

里的西平县，凭着“西平裁缝”的金字招牌，筑

巢引凤，全力打造服装产业转移承载地。该

县产业集聚区，已先后入驻领秀服饰、歌锦服

饰等60余家服装生产企业，服装产业工人达

6000余人，每年生产服装8000多万件，年产

值45亿元。

据了解，中国服装品牌直播日活动旨在

通过“行业协会组织推动，业内企业自愿参

与”的方式，联合一批资源集聚能力强、专业

服务水平高的服装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与品

牌企业，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力，加快推进产

业数字化转型，讲好中国服装品牌故事。

“西平将借助此次活动和直播新模式，进

一步完善产品供应链，加快培育服装产业区域

优势、流量优势、品牌优势，吸引、培育直播带

货达人，将西平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直播带货基

地，让西平服装走出中原、卖到全国、走向世

界。”西平县委书记聂晓光说。

“中国服装品牌直播日”活动在西平启动

服装直播秀 走出“国际范”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高国强）“村

民在连心会上提出的村南街排水困难、下雨

时积水严重的问题，已经按照大家一块儿制

订的解决方案，在南街修建排水和供水管道，

预计7月中旬可完工。”6月23日上午，在武陟

县龙源街道小徐岗村委会，该村6月份的干群

连心会如期召开，全村112名党员和群众代

表参加会议。会上，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海新

首先对上月连心会村民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进行了通报。

“下面，公布一下咱村上月收支情况……”

会议按照既定议程，逐项进行。两个多小时

的连心会议程紧凑、内容丰富，干部“晒成

绩”诚惶诚恐、记问题仔细认真，群众提意

见真心热诚、听政策一丝不苟，整个会场气

氛既严肃又活泼、既热烈又融洽。

近年来，龙源街道结合实际，创新实行

“月末干群连心会”制度，在每月下旬由各

村党支部主持召开本村的干群连心会。在

会上，公开党务村务，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架起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

桥。

听民意 解民忧 聚民心
武陟县龙源街道创新实行“月末干群连心会”制度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6月27日，省扶贫

开发协会第二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

召开，省扶贫开发协会正式更名为河南省乡

村振兴协会，省乡村振兴局、省社会组织管理

局相关领导及200多名会员代表参加此次会

议。

会议现场，对近年来参与脱贫攻坚社会

扶贫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95个“先进个人”

和46个“先进集体”进行了颁奖。

会议指出，根据中央、省委省政府有关乡

村振兴的部署，适应新时期乡村振兴的要求，

省扶贫开发协会经有关部门批准，按照程序，

正式更名为河南省乡村振兴协会。新的河南

省乡村振兴协会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省乡村振兴局和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的领

导支持下，积极发挥社团组织平台作用，带领

全体会员步入新征程，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与时俱进、继往

开来，在今后工作中再创佳绩，以优异的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6月25日，温县黄庄镇高召小学少年宫手工制作小组的学生在听辅导老师（左一）讲解新创作的

剪纸作品《信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该校学生通过学习剪纸、制作剪纸作品，歌颂和赞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省扶贫开发协会更名省乡村振兴协会

我省连续22年耕地占补平衡

光荣红花胸前挂

□本报记者李萌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怎样进一步提升和加强基层党

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高质量党建

工作究竟怎样做？

鹤壁市抓住“党建跟人走，人要跟

党走”这一内在要求，自下而上再往

下，把党建的着力点聚焦到激发党员

干部内生动力上，探索出一条推动党

建高质量发展的“鹤壁路径”。

“鹤壁党建工作归根到底是做

‘人’的工作。党建好不好，群众的生

活质量说了算！”鹤壁市委组织部部长

田开胜说，群众是检验党建工作的“试

金石”，也是党建工作的“考核者”。

近日，记者深入鹤壁乡村，走进千

家万户，深切感受到高质量党建给基

层党组织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到这

片土地迸发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围绕“同心圆”
绘就高质量党建“路线图”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

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

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这首

刻在云端西顶村口的毛主席诗词，正

是这个小山村的生动写照。

该村位于鹤壁市鹤山区的南太行

深处，全村常住人口仅有42户。在驻

村第一书记主导下，他们大力发展乡

村游，将100多间村民的闲置房屋改

造成闻名豫北的“网红民宿”。尤其是

村里改造的生态厕所，被农业农村部

进行全国推广。

记者来到村中，看到红旗迎风招

展，一拨拨前来参观的游客沉浸在中

共林安汤边工委战争年代的红色故

事中。如今山峦、沟壑、道路、农田、

石头房等美景共同绘就了“云端西

顶”。在村企联建的助推下，该村仅

用2年时间全部实现脱贫，村内固定

资产突破百万元。

村里68岁的冯然英和72岁的王

玉兰大娘告诉记者，她们昔日破山村

成了网红明星村，在民宿里帮帮忙一

天就能挣几十块钱，石头房也给装修

成了民宿，还能挣租金，群众腰包充实

了，生活方式变新了。

如今，随意走进鹤壁的村庄，说发

展，谈变化，村民们嗓门更亮了：“今非

昔比，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生活的美

好在身边发生，幸福的笑靥写在老百

姓脸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

调，“十四五”时期要以推进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只有党的建设做到高质量，

才能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

发展没有坚强有力的党建作保证难以

实现。

探索、实践、再探索……“头雁

回归”、党员派驻、优化网格、机关沉

淀……鹤壁市委认真落实中央、省

委“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求，将省委

党建高质量“六个体现”“三个注重”

“八项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在全省率

先提出创建党的建设高质量试点市的

奋斗目标。

2020年4月10日，鹤壁市委书记

马富国在淇县大石岩村主持召开“组

织力提升行动”基层党支部书记座谈

会上，强调要把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

升行动”作为基层党建的总抓手，聚焦

“人”这一决定性因素，拉开了党建高

质量建设的序幕。

初心如炬、指引航程。使命如号，

催人奋进。

为兑现“建设高质量党建试点市”

庄严承诺，鹤壁市委、市政府明确全市

“1567”高质量党建总体思路，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严从

高、坚持抓实落地、坚持标本兼治、坚

持有机融合五条基本原则，落实政治

过硬、思想过硬、组织过硬、队伍过硬、

作风过硬、纪律过硬六个过硬目标，提

出“政治领航、铸魂补钙、队伍培强、担

当出彩、强基固本、激浊扬清、引领融

合”高质量党建“七项工程”，下足“绣

花针”功夫，将“组织力提升行动”作为

全市党建工作总抓手，有力调动广大

党员干部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汇聚起

创建党的建设高质量试点市的强大动

力。

一场特殊的战斗，在鹤城大地打

响。该市广大党员干部围绕中心、全

面发力，亮身份、作承诺、当先锋。

市级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深入基

层一线走访调研、督促指导、了解民

生、听取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

最亲民措施；

机关党员，奋勇争先，深入落实省

政府支持鹤壁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

的指导意见，与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39个、争取出台

专项配套支持文件41个；

县区领导，蓄势而发，党建引领、

项目观摩，招商引资、环境整治，想方

设法为“两个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

基层干部，主动作为，带头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成为自觉，人人思干、“心

齐、气顺、风正、劲足”，积极向上的良

好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

座堡垒。坚定的理想信念指引奋斗航

向，让村民持续增收安居乐业，实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华丽转

变，得益于鹤壁201个党委，142个党

总支部，3693个党支部，100155个党

员的忠诚担当。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鹤

壁市各级党组织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

最大政绩，驰而不息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来推动全市各项工作，对现有

工作再审视、再对标、再提升，共同为

高质量富美鹤城建设出智出力。

党旗猎猎风帆劲，党徽熠熠映初

心。该市广大党员干部以民为本，牢记

使命，齐力绘就党建高质量引领下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宏伟蓝图。

启动“快进键”
用好高质量党建“指挥棒”

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把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有效组织起来。

时年63岁的徐光响应淇县县委

“头雁回归”工程号召，毅然放弃退休

在郑州安逸的生活，只身回到家乡大

石岩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为寻找大

石岩村的出路，徐光带着“七老团队”

翻山越岭将13面红旗插在村里13座

山峰上。

4个心脏支架，4年零9个月，昔日

的荒山秃岭、悬崖峭壁，变成了现在山

路弯弯、风景如画。战天斗地，攻坚克

难，一级一级台阶直通蜘蛛峰顶，青龙

山铺了柏油路，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

村集体产业被注入极大活力……

“你能活几天？身上有 4 个支

架。”爱人含泪埋怨。

“活几天我当不了家，活一天干一

天我能当家。”这是2021年荣获“鹤壁

功臣”的徐光回复家人和乡亲最坚定

的话。

政治上有“主心骨”，思想上有“定

星盘”，行动上就有“指南针”。

“5年后，我要将村庄打造成居住、

观光于一体的明星村，要建村里的敬

老院，65岁以上老人村集体发钱养活，

要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5月26

日，坐在鹤山区西马驹河村委会办公

桌前畅想的“头雁”村支书王长平规划

着。可身家上亿元的他第一次给村民

们讲设想，得到的却是哄堂大笑。一

个月后村庄干净了，两个月后党员带

头干了，三个月后村民自发干了……

“我是把人当资源。”王长平将一

个人变成一群人。

行者必至，拓宽渠道鼓了“口袋”。

“干不干？”“干！”5月28日，淇县

西岗镇秦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李树祝斜坐在椅子上，因劳累导

致腰椎间盘突出，他声音微颤，眼里

噙着泪铿锵地回答了这个字。

李树祝是淇县“金雁奖”连续三

年的获得者，几年前兜里揣着几百万

元在组织的号召下，回乡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他有想法有思路，事必躬

亲，村庄美了，村民富了，至此秦街

村以“朝歌民俗文化体验地”为主题

的集美食、采摘、民俗于一体的民俗

文化旅游村声名大噪，村集体固定资

产高达8000万元，而他变穷了，也变

“老”了，他的支撑是心底舍弃不下

村民对他的依赖，他将一群人变成一

个人。

为者常成，自强不息武装“脑袋”。

“我要让残疾人有尊严地活着。”

一语成诺，靠着一股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孙炳

良，8年时间免费培训6800多名残疾

学员，其中3800多名残疾人实现了就

业，2000多名学员开设了网上店铺，

培训贫困户680人。

从被遗忘到完美“蝶变”是因为

啥？答案是：人，带头人。自2018年

起，鹤壁市委聚焦激发“每一个党建

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按照自下

而上再往下的路径，积极鼓励基层创

新创造，总结提出“饺（教）子（制）豇

（奖）豆（斗）”工作法，通过“强教育”

“定制度”“明奖惩”“斗干劲”，一系

列举措的实施，广大党员、群众的内

生动力被充分激发，主观能动性得

以调动，上下一条心，致富路越走越

宽广。

（下转第二版）

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6月27日下午5

点，“奋斗百年路党史耀万家”大河百家社区

行开幕式暨首场活动在郑州市商都路办事处

海马公园社区拉开帷幕。活动由河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主办，大河速递党总

支、海马公园社区党支部承办。活动现场，党史

知识经竞赛和红色歌舞表演穿插进行，观众可

通过党史知识竞答，学习领悟党史知识。

据介绍，大河百家社区行计划在2021年

6月到10月走进郑州的100家社区，通过党

史小科普、党史进万家、党史我知道、党史现

场学等多种形式，让基层党员群众参与进来，

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未来，活

动会逐步向全省拓展。

社区行活动期间，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将

印制党史知识册，通过大河速递定向配送到社

区各单位、学校和家庭。这项活动的举办是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进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

众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的积极探索，也是党媒

集团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又一行动。

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