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叠彩洞公路

郇封镇大位村“美学党建综合体”成了“网红” 五里源乡孝老敬亲成风尚

王屯乡村级网格员开展法律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
通讯员 陈金亮杨爱月/文图

上世纪60年代，世代被大山封闭的修武县一
斗水村村民吼出“宁可干死、累死，绝不困死”的
誓言。他们历时20多年，用血汗和生命打通一条
总长4800多米、由19个隧洞组成的叠彩洞公路，
形成了以“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突破意识，不忘
初心、一心为民的仁爱精神，不怕牺牲、坚韧不拔
的钢铁意志”为特质的“叠彩洞精神”。今天，在

“叠彩洞精神”的浸润下，修武县围绕民心导向，
以美学经济为抓手，加快建设产业强县，大胆实
施全域美学，焕发出“以美启真”“以美扬善”的巨
大活力，谱写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篇章。
2017年，该县连续三届蝉联“全国平安建设先进
县”称号，捧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长
安杯”。数年来守护如初，在“再创平安县、蝉联

‘长安杯’”的大路上，修武政法干部信心百倍，满
怀豪情，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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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七贤镇综治中心组
建“联合舰队”，聚合综治、司法、
公安、信访力量，整合民政、国
土 、安 监 、食 药 等 资 源 ，建 起

“一竿子插到底”的微信联络
群 ，吸 纳 全 镇 80% 左 右 的 居
民。事关群众利益的事项通过
微信群发布动员、安排部署；
群众遇到烦心事、困难事，直
接在群里反映，镇综治中心指
挥协调有关部门给予服务、解
决。

该镇综治中心先后吸纳读
书会、心理咨询机构、律师事务
所、爱心协会、文体协会、关爱
女童组织等“拎包”入驻中心开
展专业活动。入驻律师每周一
天入村巡回服务，集中开展法律
宣讲、咨询活动，增强群众的法
治观念，倡导依法办事；爱心协
会自发在各村建立爱心小分队
开展慰问活动；心理咨询师每周
给乡村党员干部、贫困家庭、弱
势群体上心理辅导课，引导他们
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文体
组织主动承担起法治宣传任务，
把平安建设、扫黑除恶、矛盾化
解等方面的政策法规送到居民
身边……

“这几年，我们在党组织的
引领下，寓治理于服务之中，构
建了全民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改变了以往‘干部干、群众看、落
埋怨’的被动局面，全镇的平安建
设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七贤镇
综治中心主任葛华柱说。

高效互动 贴心服务
构建“大综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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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城关镇秦厂村秉承美学理
念，升级党建活动阵地，打造了共产主
义信仰家园，将生活化、情景化的党建
元素融入其中，拉近了党群距离，加强
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向心力。

在该村党员会议室，支部书记论坛
是每月的重头戏。秦厂村以红色旅游、
特色农产品种植、租赁经济为特色的集
体经济发展模式，就是通过书记论坛确
定下来的。

该村村委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制
定村规民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呵护公
序良俗；聘请老党员、老干部、乡贤村老
组成百姓议事会，小到一组绿植摆放，大
到文化设施投入，让村民自己“说事、议
事、主事”，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在基层治理方面，该村实施1510网
格管理模式。干部党员想群众所想，了
解村民工作生活情况，及时回应村民利
益诉求，全村信访事件清零灭迹，贫困
户全部脱贫。

为提高治理效能，该村多措并举开
展综合治理，实现平安建设、扫黑除恶
等法治宣传长效化，“红袖标”平安志愿
巡逻队群防群治日常化，“雪亮工程”高
密度、全覆盖。

党建引领 村民自治
凝聚发展合力

碧山工销社首个北方店、方所文化首个乡村
店、五条人士多店首家线下专柜在这里相继落地，
乡村复兴论坛修武峰会在这里举行。修武县西村
乡大南坡村践行美学替代大拆大建的乡村振
兴新理念，以共建共治为抓手，打造以“还权、
赋能、归位”为核心的“三治融合”农村基层治
理模式，形成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村民自治
良性互动的治理新局面。

自治立根，还权于民，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
理的积极性。该村将一系列涉及全村建设治理的
内容全部公开，宣讲到位，让村民有知情权、选择
权和决定权。

德治铸魂，赋能于民，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
理的能力。该村成立“南坡讲堂”，由知名专家陈
奇等人给干部群众讲解乡村环境提升、农业美学
经济、乡村产业运营等内容，提升干部群众文创
立村、实现乡村振兴的能力，开阔他们的眼界；重
建了大南坡村戏剧团，成立了武术队、秧歌队，以
文养德，增强了村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法治保障，归位约束，筑牢乡村治理的稳
定底线。该村坚持用法治力量统筹各方力量，
确保多元利益得到保障，依法清理村民占用集
体学校、礼堂、供销社50多起，拆除违建3处，老
屋、土地流转权利义务全部用合同加以明确。

三治融合 引进智库
再塑发展精气魂

作为全县美学党建的第一块试验
田，修武县郇封镇大位村的“美学党建综
合体”成了“网红”：惊艳的外观，完善的功
能，一幅巨大的共产主义插画投射着大位
村不俗的精神追求。

公正办事聚民心。该村坚决做到一
视同仁，清理干部、村民侵占集体土地460
亩，清收拖欠集体收入135万元，用公正公
开树立村两委权威，消除了村民“患不均”
的怨气，坚定了全村走正道干正事的信心。

村规民约排积分。该村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纲，制定出台村规民约，每
月对每户村民遵守村规情况进行打分，
并张榜公布。该村大操大办、打牌赌
博、不孝敬老人等不良现象得到根本性改
变。

文化引领树正气。该村每周开展创
业技能培训、法治宣传教育、影视作品展
播等活动；举行“情定七夕 爱在大位”“酷
炫长板比赛”活动和一年一度的“文明家
庭”“家庭好媳妇”评选；组建“辣妈舞蹈队”

“大洪拳协会”等文体团队，让健康文明成
为生活主流。

吸引乡贤强集体。该村吸引从村里
走出去的企业家、大学生、乡贤返乡投资
创业，以电商、大棚种植等新型经济为龙
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凝聚民心 文化引领
壮大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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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修武县周庄镇洼村曾经历了 10年的

发展迟缓期。2014 年，在村党支部书记
王青才的带领下，该村两委勠力同心狠抓
治理。

用党建提升支部战斗力。该村完善
党员干部评价考核制度，使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迅速提升。乡干部、村支书利用
党员活动日给党员上党课，讲规矩，讲纪律，
讲初心，座谈讨论洼村的未来，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

用德治引领社会风气。该村制定村规
民约，用“良俗”“老理儿”推动村民自我教
化，树立巩固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村风民
俗。村民有问题，大家在村民议事会上评
议，摆事实讲道理，评判对错，给出解决办
法。每个人的意见建议都能得到尊重，激
发了村民参与村务工作的积极性。

用法治规范个体行为。周庄镇综治办
对接司法所、人民法庭、国土所等单位，每
月轮流进村开展法治宣讲，为村民提供专
业法律咨询和服务。全村“清理规范”工作
延续两年，圆满完成而且没有发生任何震
荡，正是法治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如今，建设美好家园成为洼村人的共
同目标。村民主动加入群众服务队、义务
治安巡逻队，把关照老人、打扫卫生、维护
治安当成骄傲自豪的事情。洼村的美丽
乡村建设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德治有用 法治有序
夯实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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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多元 德治先行
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修武县小营工贸区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作为工作主线，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打造
群众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开创了良治善治的新局面。

小营工贸区的党组织从引导、发现群众
兴趣爱好着手，成立了门球队、腰鼓队等15个
兴趣类组织，每个组织都有数量不等的党员
骨干，负责宣传党的政策，调动群众参与的
积极性。

该工贸区建立的党组织领导下的乡贤议
事会，成为群众工作的好帮手。乡贤议事会
以党员为主，成员从老党员、老干部和威信较
高的村民中选出，以“会员问事”“开放说事”

“集中议事”“合力办事”“定期评事”“跟踪查
事”等六种形式，了解群众合理诉求，发挥集

体智慧，形成解决方案，并监督落实执行。
80 多岁的刘次勋老当益壮，是乡贤会

的领头人。1997 年，刘次勋退休后回到老
家，产生了文化兴村的念头。他从开办家庭
图书馆开始，到试着建立节日教育制度，再
到恢复“非遗”项目，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在
他的带领下，小营工贸区的200余名老人成
为建设良好村风的智囊团和主力军，小营焕
发了新的光彩。

“天天一起练字跳舞做节目，说说笑笑，
既锻炼了身体，又减少了矛盾纠纷。”这是村
民普遍的心声。

党建引领 乡贤开路 建设良好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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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镇位于修武县北部山区，域内
有国家 5A 级景区云台山，全镇 3308 口
人，四分之三的人从事旅游服务行业。镇
党委、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大力推广“美
学+旅游”发展模式，将美学融入乡村建
设，融入基层治理。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该镇投资 10 万元，建成无线高清视频网
络，把商户自有视频监控全部接入镇综治
中心，提高治安防控和公共安全保障水
平；投入资金 500 余万元，对 10 个行政村
的道路进行硬化、美化、绿化、文化“四化
合一”，在原有生态基础上融入公路美学
元素，结合山体系统建设景观游园，激发
乡村振兴新动能。

项目建设带动，干部下沉服务。该镇
积极推进岸上特色小镇及民宿示范街区
建设，建成风格各异的 17 家民宿酒店和
45 家精品民宿，使小镇成为“网红”打卡
地。镇村两级60多名干部全部下沉到五
个商街和服务区，对治安消防、食品安全、
住宿标准、服务水平等大小事项一包到
底。镇干部康国亮说：“我们服务到位了，
商户们就可以安心经营。”

该镇党委副书记李彦说：“群众信
‘干’不信‘吹’，党委、政府给群众干的实
事好事，桩桩件件群众都记在心里。他们
相信你了，你才有权威，‘威’要在‘信’里
体现。”

“美学+旅游”
推进基层治理

近年来，修武县王屯乡以平安建设
为目标，聚焦社会治理创新，夯实基层基
础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治理保障。

该乡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按照“一网格一支
部、支部建在网格上”的目标，组建村级
网格员队伍，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信息收集系统。网格员从“一专多能”
转型为“全科全能”，把产业发展、脱贫攻
坚、疫情防控、环保安全、民生实事等事
项纳入网格管理，将社会治理的触角延
伸至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有效解
决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问题。

该乡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重点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格化
管理工作格局。一是按照“组网格——
村网格——区网格”模式，建立覆盖全乡
的矛盾纠纷调处责任体系。二是对矛盾
纠纷进行常态化排查摸底，做到抓早、抓
小、抓苗头，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解
决在基层。三是建立“小事网格调、大事
乡里调、涉法涉诉专业调”的“三调”机
制。同时，该乡大力开展“文化网格”“网
格员讲堂”“网格乡贤议事”等活动，积极
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切实提升基层化解
矛盾纠纷的效能和水平。

全能网格 全能服务
延伸社会治理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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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五里源乡党委、政府在基层
社会治理实践中，制定了“崇德向善树家
风，德治调节化矛盾”的工作思路，坚持
一核多元、德治先行，为五里源再造美丽
的“鱼米之乡”营造了风清气正、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

“崇德向善”，从倡导敬老爱老风气
开始。每逢节日，乡政府把全乡老人请
来吃饺子、月饼和团圆饭，给老人过“集
体生日”；组织各村在广场晒老人日常用
的被子，让大家评议谁家对老人好；每年
组织开展全乡“最美家庭”“最美老人”“最
美媳妇”评选颁奖活动，树立良好家风。

五里源乡打造了一支24小时在线的
“乡村总管服务队”。按各村人口基数，
全乡选拔 64 名负责任、有能力的村民担
任“乡村总管”，统一授旗，统一服装，赋
予责权，凡是环保卫生、生产安全、平安
建设、矛盾化解、防洪护林、治安巡逻等
职责范围内的事，这些“乡村总管”都会
主动宣讲提示、排查化解、上报信息，成
为群众身边最贴心的服务员、党委政府
的好帮手。

该乡党委副书记乔凤丽深有感触地
说，乡村善治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要树起“创造美好生活”的旗帜，汇聚社
会各方的善念和力量。让“善”得到认同
和赞美，才能“治”出活力，“治”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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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岸上小镇”民宿示范街区

七贤镇沙墙村党建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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