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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近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

《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
础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
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
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把全面从严
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
部的良好态势，取得明显成效。当
前，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党支部
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
提高党支部建设质量。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党章要求，既弘扬“支
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又体现
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对党
支部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新时
代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遵循。《条
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加强党的
组织体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全面提升党支部
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巩
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重视党支部、善
抓党支部，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
成熟的重要标志。各级党委(党
组)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
把抓好党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
系建设的基本内容、管党治党的
基本任务、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
基本标准，采取有力措施，推动

《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
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手
机、网络等媒介，通过专题研讨、
集中培训等方式，使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
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

《条例》内容，切实增强贯彻执行
《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
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
政学院)教育课程，提高各级领
导班子抓好党支部工作、推动党
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
查，对贯彻落实《条例》不力的严
肃追责问责。中央组织部要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督促落实，确保各
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
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弘扬“支部建在连
上”光荣传统，落实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全面提升党支
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根
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
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支部是党的基
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
本单元，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
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
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
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
群众的职责。

第三条 党支部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遵守党章，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

(三)坚持践行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组织引领党员、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成为党员、群众的主心骨。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严
肃党的纪律，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增强生机活力。

(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四条 党支部设置一般以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组建为主
要方式。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支部。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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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他们是离中国贫困群众最近的人，在缺
水缺土的贫瘠之地，润泽民心、扎根人民；

他们每天行走在最艰险的道路上，在大
山重重的偏远之地，向山而立、扛起重任；

他们征战于没有硝烟的激烈战场，在贫
困堡垒的攻坚之地，冲锋陷阵、愈战愈勇；

……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 12 . 8 万个贫

困村中，一个个村党支部书记就如同一面面
旗帜，飘扬在一个个脱贫攻坚战场上。

此时此刻，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到决战
决胜阶段。村党支部书记们正在最前线发起
最后的冲锋……

他们是领路人

——— 想贫困群众之所想，带领

大家闯出一条路

贵州省罗甸县麻怀村所处的地方，被称
为天坑。

这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造就的雄奇景
象，可被水溶蚀的特殊岩石大量沉积，上亿年
滴水穿石的塌陷，形成这样一个个特大漏斗。

千百年来，麻怀村被锁在天坑里。
见到麻怀村村支书邓迎香时，她正坐在

村口麻怀隧道与香菇大棚之间的垭口上，欣
慰的目光凝视着一辆辆小货车、摩托车穿行
隧道。车上载满外卖的山货。

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幅再平常不过的乡
村图景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石破天惊？！

27 年前，邓迎香嫁到麻怀村，15 公里山
路，走了 8 个小时。这时的她，还无法想象横
亘的大山如何摆布她的命运———

山路迢迢，3 个月大的儿子“小红球”没
等送到医院，就在丈夫肩头停止了呼吸；一家
人失望离开大山外出打工，第一任丈夫却不
幸在瓦斯爆炸中遇难，不得不带着孩子返
乡……

18 年前，农村电网改造，电线杆运不进
来，村里要凿一条出山隧道。没有多少人赞
同。

邓迎香站了出来，她和乡亲们点起蜡烛、
煤油灯，抡起洋镐、大锤、钢钎，开始“凿”路。
整整 5 年，倾尽全力，隧道通了，但最窄的地
方只能过一个人和一匹马，最低处人要趴着
穿过。

人可以通过，车却无法通行，致富的路还
太“窄”。

当看到女儿出嫁时摔在隧道里，穿着白
色婚纱狼狈的样子，多年被山围困的辛劳、痛
苦、无奈，让邓迎香心中最终爆发出山一般的
信念和力量。

“今天我邓迎香发誓，我就是用手挖、用
牙啃，也要啃穿一条路！”

没人支持她。邓迎香独自举起锄头再
次走向大山，从麻怀村的一个巧媳妇，变成
“女愚公”。

村民被她打动、县里资金支持……宽
敞的隧道修通，邓迎香带领麻怀村 600 多
名村民，从被大山摆布，到真正成为大山的
主人。

不少中国贫困的土地上，大自然犹如
一支神奇的笔，画下变幻的地貌，也堵住了
出行的道路，一代代人被迫与贫困为伍。

对脱贫攻坚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来
说，在这种阻隔、闭塞、围困，有时甚至是一
无所有之下，带领村民们挖出一条道路难，
而找到一条发展致富的道路更需要多少智
慧与勇气？

2014 年 6 月 3 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
洪水冲毁了贵州安顺平坝区塘约村。

这个本就贫困的小山村，“田地冲毁
了，房子倒塌了，粮食被水泡了，村民一贫
如洗，当时真是绝望。”村支书左文学回
忆。

多少次了！村民们向贫困发起冲锋，但
每次轻微的市场波动和天灾都会将全村打
回原形。

左文学带着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们用烟
熏黑了一间会议室，经过了无数个统一思
想、集思广益的夜晚。

终于有一天，在炎炎烈日下，一次决定
塘约命运的干部会召开。

“单打独斗没有出路！”
塘约村确定了强弱联合走共同富裕的

道路，并立下贫困不除誓不罢休的誓言。
仿佛心中早有的愿望，在夏日苏醒了。
随后，这个小山村，开始了一场大探

索。
在集体经济撬动下，塘约村改革不断：
实行“红九条”“黑名单”等管理制度，

推动农村产权、金融、社会治理改革；实施
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精准确权，为农业
生产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创造条
件；组建妇女创业联合会、红白理事会、建
筑公司、运输公司等，优化配置全村人
力……

短短两年时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不到 4000 元提升到 10030 元，村集体收
入从不足 4 万元增加到 220 多万元。

在村里举行的分红和脱贫庆祝大会
上，鞭炮声中，左文学躲了起来，“哭得停不
住。”

为激励后人，左文学把“穷则思变”四
个字印在塘约村对面的小山上。

这就是冲锋在脱贫攻坚最前线的村党
支部书记。

他们是一直在路上的人———
云南昆明东川区汤丹镇，全镇境内峰

峦叠嶂、山势陡峭，用当地人的话说，整个
镇就像是挂在山梁上。

2018 年 4 月 26 日，一个依旧忙碌的
日子。天刚蒙蒙亮，中河村党支部书记、镇
扶贫干部吴国良便坐车匆忙出发，这一天，
他要访四个村，行两三百公里山路。

（下转 7 版）

冲锋 ，在反贫困的最前线
记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村党支部书记

新华社记者王井怀

70 年前，著名作家丁玲写下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名扬全国。然
而，近年来，断流、污染时刻威胁着这条京津
冀地区重要的水源通道。日前，记者走访桑干
河部分河段看到，河水复流了，污染治理了，

桑干河“复活”了。

“牵手”黄河：重现桑干河美景

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发源于山西省
管涔山。多年来，桑干河河水几近断流。人们
戏称，“太阳照在桑干河床上”。

如今，在朔州市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
的一号隧洞，黄河水奔流而出，经支流七里河
注入桑干河，流向河北、北京。

“短短一年间，桑干河生态补水量达到了
六七千万立方米，现在的桑干河常年流水哗
啦啦。”朔州市水务局副局长陈江斌说。

2017 年夏天，山西省启动永定河上游桑
干河生态补水作业，黄河与永定河实现首次
“牵手”，这对解除永定河流域干涸缺水状况、
为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发挥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

山西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永定河主要河段年均干涸 121 天，年均断流
316 天，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生态补水可以
满足桑干河沿线群众的工农业和生活需求，
可以补充地下水，还能补充整个永定河流域
生态用水。”

而今，不少地方已经重现桑干夕阳、鸟鸣
湿地的美景。朔州市山阴县水利局副局长崔
建新说：“补水后，当地河段的水面达到 200
多米宽。20 世纪 80 年代消失的 10 多种水鸟
又回来了。”

“清河行动”：一江清流向京冀

今年 6 月起，在引黄工程北干线一号隧

洞周边数公里范围内，19 家小煤场相继被
关停，涉及资产达两三亿元。

当地乡镇干部相贵成领着记者在这条
山沟里边走边说：“小煤场的污水不经处理
就沿着沟流到河道里，汇入千辛万苦引来
的黄河水。到了下雨天，河水都成了黑水，
非治理不可。”

治理小煤场的行动是整个桑干河清理
行动的一部分。今年 6 月起，作为引黄入桑
工程源头和桑干河重要源头之一的朔州
市，实施了包含整治入河排污口、河道清淤
清垃圾、拆除河道违法建筑、提升污水收集
处理能力、加强工业企业监管等多项措施
的“清河行动”。

“多年来，桑干河流域治理一直在进
行。但引黄入桑后桑干河全年流水，直达京
冀，必须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朔州市委书
记陈振亮说。

清河行动中，当地按照“县区包段、单
位包片、领导挂帅、干部参与”的工作责任
制。在清理小煤场的行动中，一位区委书记
跑到一线做群众工作，一连几天，嘴唇上了
火。

“朔州市内桑干河干流有 179 公里。全
市已经投入约 3 亿元进行治理，关掉排污
口 70 多个，关停违法企业 45 家。目前基本

实现了干流河道零垃圾、零违建。”朔州市
西山引黄灌溉管理局局长杨成清说。

注重“潜绩”：河流“倒映”

政绩观

朔州以煤炭立市，多年来煤炭经济占
据重头。把治理河流生态作为头等大事，多
年来还是头一回。

今年，朔州市神头泉附近的群众享受
了一个干净清爽之夏。神头泉泉域是山西
省十九大泉群之一，也是桑干河的水源地
之一。去年以来，当地政府把神头泉附近积
攒多年的垃圾清除，并疏通了部分河道，建
成了湿地公园。

神头泉焕然一新，夏夜，湿地公园喷泉
上放起水幕电影，周边群众纷纷赶来乘凉。
神头镇党委书记郝云感慨地说：“政绩不能
只看经济数字的增长，还要看老百姓的笑
脸。”

“干部要摆正政绩观。生态建设投入
大、见效慢，是潜绩，但是利在长远，事关群
众的获得感。所以，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
时，更要重视生态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陈振亮说。

新华社太原 11 月 25 日电

一 江 清 流 向 京 冀 桑干河“复活”了

11 月 25 日，在湖北秭归县兵书宝剑峡水域
附近，货轮从结满果实的脐橙园前经过。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湖北秭归脐橙丰收上市

扶扶贫贫村村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卖卖菜菜””记记
近日，河北省威县佃尚营村驻村第一

书记孙业峰帮助村民销售滞销蔬菜的事刷
爆了当地人的朋友圈，网友们纷纷为这位
扶贫书记“点赞”。

佃尚营村是威县重点贫困村，村民今
年种植的 500 多亩蔬菜虽然已经成熟，但
市场行情不好，不仅价格低，而且还没有销
路，村里的种植户一筹莫展。佃尚营村驻村
第一书记孙业峰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在安
稳村民情绪的同时积极研究对策，决定通
过手机微信发布信息进行人脉销售。

为此，孙业峰先后组建了三个农副产
品直销微信群。孙业峰每天在微信群里发
布村民要出售的蔬菜价格、数量等信息，下
午组织村民送菜。卖菜信息在手机微信上
不断蔓延，爱心不断扩散……短短不到半
个月的时间，已经帮助村民卖出白菜、大
葱、菜花等一万五千多斤。

孙业峰说：“下一步，打算筹建一个农
副产品网上超市，提高群众收入。”

大图：11 月 25 日，孙业峰打电话联系
蔬菜订户。小图上：11 月 25 日，孙业峰帮
助村民在田地收获菜花。小图下：孙业峰组
建的一个农副产品直销群(11 月 25 日
摄)。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11 月 25 日，“雪龙”号航行在南大洋浮冰区。当
日凌晨，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的“雪龙”

号极地科考船驶入浮冰区。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雪龙”号驶入南大洋浮冰区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