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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恩（竹林镇党委书记）：竹林原来是个穷山村，如
今变成了小城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一条
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三评”，一年两次，群众评党员、党员评
支部、支部评党委。这个制度起源于1983年竹林的“七天七
夜”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当时在竹林，13个生产队有七八个
队长都办起了小企业，而集体经济不景气，困难群众少人管，
怎么办？1983年 6月 25日到 7月 1日，我们开了党员群众大
会，形成三项决议：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大力发展集体经
济，坚持走共同致富的道路。会议还以文件形式，正式确立

“三评”制度，竹林档案馆都有珍贵的评议会原始笔录。
徐卫平（竹林镇党委副书记）：“三评”，就是党员、党支

部、党委进行公开述职，群众、党员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指名道姓提意见，并提出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支
部、党委对问题进行归纳汇总，给予承诺答复，能够解决的
尽快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耐心解释。30 多年来，“三评”
共接到上万条意见建议，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这项
制度使党委、党支部、党员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事情不
论大小都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说，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李荣普（太龙药业代表）在“三评”活动中，一些党员

干部群众提出来，我们能不能上一些科技含量高、市场潜
力大、污染小的企业。大家讨论，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
病，还不如办制药厂。党委政府依据这些意见，经过考察
与专家的论证，1987 年建起了全镇第一家制药厂，1992 年
我们又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了两个制药厂，就
是现在的太龙药业。1999 年太龙药业在上交所成功上
市，成为河南省医药行业的首家上市企业。今年又收购
了北京新领先和浙江桐君堂两家药企。

郑丽萍（镇东街支部副书记）：我们孙寨村 2006 年划
到竹林镇，看人家竹林是楼房成片，我们村破破烂烂。第
一次参加“三评”，支部汇总群众意见：能不能建议党委政
府给我们进行整体改造。一些群众说，你想哩美，咱们来
了啥都没干，还给人家提意见。没想到的是，镇上非常重
视，很快着手规划，这个新区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从拆
迁到回迁。镇里又为两户低保家庭免费各提供了一套住
房，免费配备了生活用品。⑧2

干部作风建设的“传家宝”

付强（竹林镇入党积极分子）：我在竹林工作时间不
长，感受却很多。竹林的大道上有个标牌：“当党员像党
员，当干部像干部”。在这儿的党员干部身上，能真真切
切感受到一种干事创业的劲头。党员平时都穿着统一的
蓝色党员 T 恤，戴着党徽，清清爽爽，也便于群众监督。在
竹林，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入党也是一件很光荣
的事情。在这种氛围感召下，我积极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无论经受多少考验也要入党。
孙改军（镇西街支部书记）：党支部是“三评”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前面有群众看着，后面有党委盯着，问题不
解决，对上对下都没法儿交代。这些年，光我们一个居委
会就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修了 6 公里 6 米多宽的公路，
安装了近两万米的水管，群众从此一不用担水、二不用踩
泥，可美气。

赵冬彩（农家乐经营者）：以前俺老公在山里打石头，出
力又挣不了几个钱，还破坏环境。镇里鼓励我们开办农家
乐，为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难题，比如免费给我们提供烹饪、礼
仪培训，免费统一配备了餐具、被褥，镇干部一对一地进行帮
扶。就这，镇干部吃我们一碗手擀面、拿一袋“碾馔儿”，都要
撇下钱。说实话，我们打心眼里拥护“三评”。

李京周（竹林镇党委副书记）：“三评”是竹林镇党委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进而达到从严治党的一个有效手
段。“三评”的内容非常多，监督也很细，涉及党委成员、支
部委员遵纪守法表现、决策水平，普通党员工作生活作
风。连开会迟到、打瞌睡，群众都会提意见。在树立先进
的同时，也处理落后，仅前年就评出来 14 名不合格党员。
监督严，标准高，才出好作风。⑧1

当党员像党员，当干部像干部
——“三评”强化了从严要求，让党员干部有威信有形象有感召力

赵明恩：竹林发展的每一步都得益于“三评”，众人拾
柴火焰高。我们从村办小企业起步，那时候生产耐火砖，
我们披着湿棉被、套着破鞋底进高温窑里，往外搬砖，每
个人都烫了一身伤。艰苦创业，发展到有企业上市，实现
产业转型。根据二产的发展，这几年我们又转向三产服
务业，也就是旅游业。1994 年，竹林由村建镇，范围不断
扩大，先后有 8 个村划入竹林，人口由原来的 2000 多人增
加到近 2 万人，也是为了更好发展造福群众。目前竹林拥
有产值超亿元企业 10 多家，“高精尖”产品横跨 10 多个产
业，去年全镇生产总值达到 56 亿元，有两家公司正积极准
备上市。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风风雨雨，寻寻觅觅，坎
坎坷坷，忧忧喜喜”。竹林人最满意的是三件事：一是

1983 年以来免除了农业税；二是引黄入竹，解决了群众吃
水难；三是这些年我们搞长寿山“孝拜活动”，尊老敬亲。
每项工作都是多数人同意了，党委政府负责去落实。

李培涛（竹林镇水厂代表）：吃水是“三评”中间群众
提得时间最长、提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这儿有个
顺口溜，“有女不嫁竹林沟，竹林缺水贵如油。不串亲戚不
洗脸，一年难洗几回头”。刚开始，我们组织专业的打井队
打井，后来尝试从邻村引水，我们还打了十几眼 500多米深
的井，由于客观原因都没有成功。2003年，在上级帮助下，
我们投资上亿元，跨越 32公里、经过几十个村庄四级提灌，
终于把黄河水引到了竹林，圆了竹林人的吃水梦。

孙春花（长寿山旅游公司代表）：“三评”活动中，党员

群众屡次向党委政府提建议开发长寿山。党委政府及时
调整产业结构，从二产向三产转型。发动群众对长寿山
进行了绿化改造，投巨资打造了五连池，拓宽了 25 公里旅
游大道，又修建步道 35 公里，打造人文景观 80 多处，购置
了一批观光车，还扶持了 100 多家农家乐，为旅客悉心服
务的同时，解决上千群众的就业。

韩东亚（竹林镇副镇长）：“三评”33 年，就是为全镇老
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 33年。每年党委政府都把广大群众
想干的事、要干的事，归纳整理，认真研究，拿出方案，答复
承诺，一一落实。先后投入巨资建成了高标准的学校、幼儿
园，解决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新修道路23条，拓宽改造道
路 15条，竹林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00多公里，基本解决出行
问题。新建南山公园、北山公园、凤鸣园等大型公园，同时还
建设了许多小游园、健身园，解决了老百姓休闲健身问题。
建成了高标准的镇级卫生院，新农合费用由政府拿大头，
解决了老百姓的就医问题。春节给老百姓免费供应年货，
给全镇 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生活费，免除全镇居民的有
线电视收视费等等，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⑧2

凡是群众想干的事，我们就去做
——“三评”促进了务实为民，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李花荣（竹林镇居民）：以前红白事，很多人喜欢大操
大办，礼金飙到二百、五百，用车有时十七八辆，相互攀比
让人叫苦连天，家里吵嘴闹矛盾。群众在“三评”中希望
能刹刹这股风。竹林镇党委出台了 20 条《新风公约》，要
求大家红白事请客最多 10 桌，上礼不超过 100 元，婚车不
超过 10 辆，镇里组织暗访，超标的一律曝光、处罚，大家拍
手欢迎。

苏新贞（竹林镇居民）：根据“三评”群众意见，这些年

镇里选出“十好”榜样，比如好干部、好家庭、好媳妇。我
家里上有公婆、老奶奶，下有弟弟妹妹五男二女，人多地
少，多灾多病。作为长嫂，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孝敬公
婆、关爱弟妹，在“三评”中被选为好媳妇，镇里到我娘家
游街报喜，让我受到很大鼓励，也影响带动了更多人。

李虎山（竹林镇老党员）：我今年 87 岁，九九重阳节
“孝老敬亲”活动，我们老两口参加过好多次。每次我们
都穿唐装、戴红花、坐花轿，镇上组织敲锣打鼓、儿孙簇

拥，大家欢欢喜喜登上长寿山。我们老两口坐上孝拜台，
接受家里 40 多个晚辈的跪拜，感动得掉眼泪。这个活动
太好了，感染教育下一代知恩图报，家庭和谐了，社会咋
能不和谐？

赵明恩：竹林“三评”和“三严三实”一脉相承，也是
“从严治党”的竹林经验，为竹林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培
育了良好土壤，筑牢了坚实根基。“三评”，通过开门搞党
建，把权力运行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践行了群众路线，拉
近了干群关系，树立了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风政风转
变，带动社风民风家风好转，有力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和
谐、社会和谐。教育一个带动一群，表彰一家鼓舞十户。
竹林要发展、要前进，社会要进步、要和谐，我们就是要把

“三评”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一百年不变！⑧1
(本报记者 王华岗 夏远望 刘 婵 李富春 整理）

人是众乡亲 心是赤诚心

——33年坚持不懈抓“三评”，始终发挥党委“领头羊”作用

——党风正、民风淳、家风好，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网友热议

以“三评”践行“三严三实”

竹林，镇富人和，山美水
碧，名列河南百强镇前茅，是
全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还
被联合国授予改善人居环境
最佳范例奖。谁能想象，竹
林 30 多年前还是“地瘠水寡
石 头 多 ”，被 公 认 不 适 合 人
居。翻天覆地的变化，奥妙
何在？

沧海桑田，岁月如歌，这
首歌的永恒主题，就是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是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小小竹林，33 年如一日坚持

“三评”，权力运行放在阳光
之下，大家伙的事，让大家来
说、来议、来评，“众人拾柴火
焰高”，不仅因地制宜落实了
从严治党，而且让竹林充满
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评”给党员干部戴上
“金箍”。身着天蓝色“党员
服”的竹林党员干部，一言一
行，都在群众的监督下。打

“好、中、差”，笔捏在群众手
里 ，表 现 不 好“ 三 评 ”见 真
章。所以，才有了吃群众一
碗手擀面都要付钱，才有了
尽心尽力为群众办事不敢打
马虎眼。“当党员像党员、当
干部像干部”，这句朴实的竹
林名言，正是他们从严要求
的真实写照。

“三评”给党委工作提供
“指南针”。群众的要求，就
是 党 员 干 部 的 努 力 方 向 。
修油路、建社区、引黄河水、
改造环境、发展产业富民强
镇……招招务实，件件做在
群众心坎上。人心齐、泰山
移 ，再 难 的 事 ，只 要 围 绕 群
众 转 、带 着 群 众 干 ，就 没 有
干不好的，就能真正把执政
为民落到实处。

“三评”真正让党员干部
践行“三严三实”，是加强基层
党建的有益探索，是落实基层
民主的有效载体。竹林美，美
在山，美在水，更美在奋进不
已的探索与智慧！O2

（吕志雄）

小镇“富而美”
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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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社会观察员：
竹林吃水问题的解决，靠的
是集体的力量。看问题应该
全面，市场经济也需要集体
力量。农村要发展，农民走
市场，要像竹林那样发挥党
员干部领导示范作用，发展
农民自主的各种经合组织，
发挥集体的力量。

＠萨瓦尔多：推进城镇
化既要有“名”，更要有“实”。
步入城镇化，不仅仅是外在
表现为住楼房，更要在深层
次文化习俗上求改变。竹林
引导礼仪新风，迈出了“深
耕”城镇化的步伐。

＠小舟听雨：“知屋漏者
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
子 ，量 出 党 员 干 部 水 平 高
低；群众的意见也是一杆最
好的秤，称出党委工作实绩
的斤两。⑧4

苏新贞
竹林镇居民

本报讯（记者杨 凌）6 月 18 日，记
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在省科技厅公布的新一批通过验
收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名单中，宇通承
建的河南省新能源客车技术重点实验
室成功入列。

宇通有关负责人表示，宇通“省级

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为下一步
宇通申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省部共
建重点实验室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悉，河南省重点实验室是省级科
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组
织开展高水平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
培养优秀高级科研人才、开展学术交

流的重要基地。代表着河南省的科研
学术水平、实验水平和科研管理水平。

此次获批的“河南省新能源客车技
术重点实验室”重点关注的是插电式混
合动力客车技术、纯电动客车技术、替
代燃料客车技术和新能源客车测试评
价技术，已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8

项、省市区级项目 3 项，主持、参与制定
行业、企业标准 29 项，获得授权专利
137件，综合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实验室形成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能源客车开发技术，已超越国际新能源
客车的先进水平，建设期内已累计销量
达 6292辆，销售额超过 50亿元。③11

宇通承建

河南省新能源客车技术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6 月 17 日，位于洛阳

市的河南柴油机重工有
限责任公司，一批自主研
制的高速大功率柴油机
正在进行总装，即将出口
到俄罗斯。该柴油机突
破了目前该领域中的核
心技术，对推动民用高端
动力市场和国防装备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⑤3

潘炳郁 梅 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