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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三务”公开让群众心中有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要闻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红十三军中的“赤脚大仙”———陈文杰

“现在有了这个微信
上的‘三务’公开信息，每
个人都可以看到，还可以
跟村干部直接交流，群众
以前不了解的事情也都理
解了，也没有怨气了，挺好
的。”谈及村里“三务”公开
时，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
合少镇古路板村村民王金
贵欣慰地说。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
市纪委监委不断强化对
各地区“三务”公开工作
的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广
泛开展调研，压紧压实各
级落实“三务”公开的主
体责任，探索制约基层

“微权力”、防止“微腐败”
的权力运行监督模式，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基层“三务”到底有
些啥？在以前，很多基层
群众对这个问题都直言

“稀里糊涂”，就连很多基
层干部对“三务”公开的
内容也是一知半解，基层
的“三务”公开工作缺乏
有效的监督方式。而今，
在新城区保合少镇古路
板村，每个村民对自己享
受多少补贴、危房改造政
策、土地确权等事项都可
以足不出户地通过微信
群、手机APP等及时了解。

“现在公开的内容多

了，这些天村里正在研究
土地确权的事，村干部们
把政策也给我们发到这
个群里，这下就对村里的
事都明白多了，钱花在哪
也都知道了，心里踏实。
咱村干部不仅是村里的
带头人，更是答疑释惑的

‘群主’。”王金贵给记者
点开手机里的“三务”公
开微信群，一条条涉农政
策解读跃然屏上。

工作找到了“准头”，
监督也不能落下。在新城
区所辖的24个行政村，村
务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
村两委重要决策，对村
务、财务情况进行监督。
古路板村村务监督委员
会主任王志军说：“没进
入村务监督委员会之前，
我最想了解的就是村里
每一分钱都花在哪，现在
通过选举我进入村务监
督委员会，就是要通过我
们的监督让老百姓在村
务通、微信群、‘智慧乡
村’上都能时时刻刻看到
村里的大事小情，让他们
知道我们的家底子，做到

‘心中有数’，保证村务监
督事项件件落实，项项透
明。”

“这些年来，老百姓
来镇纪委的举报量比较

大。经过调查核实，有些
事实反映的比较真实，但
更多是一些反映失实的
问题。比如反映村干部套
取骗取侵占村集体三资
的问题，有些举报反映的
数额都非常大，但是经过
我们调查核实，发现并不
是那么回事儿。经过总
结，产生这类问题的根本
原因，就是‘三务’公开不
及时、不规范，没有按规
定去公开。”保合少镇纪
委书记姚强说出基层纪
委信访举报失实问题的
症结。

找到问题是第一步，
破解瓶颈才是解决问题
的根本出路。“我们分了
好几个群组，有三委班子
群、党员群和村民代表
群，针对不同的人群，对
党的政策和各项惠民措
施进行宣传，使村民的知
晓率达到百分之百。”古
路板村第一书记赵海峰
一边为记者介绍，一边打
开电脑上的短信平台和

“三务”公开微信群，一条
条政策宣传、法律法规、惠
民政策讲解展现在屏幕
上。

通过原有短信平台、
拓展表现形式更为灵活的
微信群组，群众不仅能及

时了解“三务”信息，更搭
建起了群众与村干部双向
互动的网上“意见交流平
台”，党群、干群关系也更
加融洽。古路板村的“双向
互动”模式也开始向其他
村推广。

“传统公开模式不能
丢，但公开也需要有新思
路。在保合少镇的‘智慧乡
村’指挥平台，借助原有监
控系统，将各村‘三务’公
开栏面板纳入监控可视范
围，可以实现对全镇11个
行政村‘三务’公开栏的实
时监控，镇纪委全程参与
监管。”姚强介绍说，“只要
点开村民手机中的‘智慧
乡村’APP，选择所属行政
区域，输入姓名和身份证
号，便能在手机上轻松浏
览‘党风廉政’‘办事服务’

‘党务信息’等内容，让‘三
务’公开真正走到群众的
身边。”

“三务”公开到不到
位，群众最有发言权。今年
以来，新城区纪委监委在
对所辖乡镇、办事处的“三
务”公开监督检查过程中

发现，要实现对基层“三
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更需
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搭
建有效沟通平台。新城区

“三务”公开信息监督平台
应运而生。

新城区所辖范围内的
1镇8办，包括53个社区、24
个行政村全部安装了“三
务”公开信息监督平台的
自助查询终端机，60万余
名群众直接可以通过微信
扫描二维码、输入身份证
号、手机验证码3种方式，
随时查询本区、本镇、本街
道、本社区以及本村的“三
务”公开信息。同时“三务”
公开信息监督平台还与区
纪委监委“一站式”信访举
报平台链接，群众对在“三
务”公开工作过程当中发
现的违纪违规、公开不到
位、公开内容不全面等问
题，可以随时举报，实现信
息互通。截至目前，“三务”
公开信息监督平台公开信
息总量达3130条，累计访
问量达7067人次，其中通
过终端查询机访问查询
6358人次，通过手机访问

查询709人次。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

续发挥‘三务’公开平台智
能化、精准化、专业化的优
势，在平台上开设‘我想
说’留言板，征集群众诉
求，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
从源头控制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推进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新城区纪委
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
人员表示。

【记者手记】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参

照市纪委监委下发的《“三
务”公开目录及要求》内容
清单，村里的“三务”公开
内容日趋精细化，公开的
形式、范围、时限及要求也
进一步明确，让“三务”公
开有了可参照“范本”。从

“单向公开”到“双向互
动”，“旧模式”也有了“新
思路”，

这项工作使得村民从
过去对“三务”公开“稀里
糊涂”变得“心中有数”，加
强了监督，抑制了腐败，缓
和了干群矛盾。

新华社杭州7月3日电

（记者 唐 弢） 在江西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
有一面刻着起义参加者名
录的“英雄墙”。当年2万余
人参加起义，有800多人的
姓名被记录，柴水香就是
其中之一。

柴水香是浙江宁波
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三军政治部主任，而他
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
字———陈文杰。

陈文杰，原名柴水香，
1903年出生在宁波市区一
户贫苦劳动人民家庭。他
原是宁波一家绸厂的工
人，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
运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7 年大革命失败
后，陈文杰来到武汉，7月
入贺龙部第二十军三师教
导团学兵队当兵，随部参
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

南下广东。9月起义军在潮
（安）汕（头）地区作战失
利，他回到宁波，任中共宁
波市委书记，继续领导工
人运动。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
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

起义的方针，中共浙江省
委制定了 《浙东暴动计
划》。1927年11月，由于叛
徒告密，计划泄露，国民党
随即在浙东各地大肆搜捕
共产党人。陈文杰冒着随
时可能被捕的危险，坚守

岗位，及时组织其他同志
转移、撤退，而自己则被国
民党当局逮捕。

经各方努力营救，陈
文杰于1929年上半年被保
释出狱。同年夏天，党中央
为加强对浙南农民武装斗
争的领导，派他到浙南工
作。

1930年5月，陈文杰来
到浙江楠溪，与胡公冕、金
贯真一起组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三军，任政治部主
任，6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军
事委员。

当时，红十三军的生
活十分艰苦，常常急行军。
陈文杰经常把自己的草鞋
送给有需要的战士，自己
却赤着脚行走在烈日暴晒
的山路上，脚底烫起了泡
也不以为意。为此，战士们

亲切地称他为“赤脚大
仙”。

在陈文杰担任政治部
主任期间，红十三军大力
开展政治教育，鼓舞部队
士气；严明军纪，严格执行
党的政策，政治工作搞得
有声有色。部队每到一处，
陈文杰都亲自做群众工
作，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
响，部队日益壮大。

陈文杰日夜为部队操
劳，终因劳累过度病倒，被
送到永嘉养病。由于叛徒
出卖，1930年9月18日，陈
文杰不幸被捕。敌人企图
从陈文杰口中得到红十三
军的机密，对他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但陈文杰视死
如归，坚不吐实。敌人恼羞
成怒，于9月21日对他下了
毒手。

在前往刑场的路上，
陈文杰高声向群众宣传：

“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
要紧，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我 们 红 军 是 杀 不 完 的
……”他从容不迫，高呼口
号，英勇就义，年仅27岁。

如今，陈文杰曾日夜
奋斗过的红十三军军部旧
址，已经成为红军历史纪
念馆。陈文杰使用过的古
式青油灯、棕衣、斗笠和公
文包整齐地摆放在他曾经
的卧室中，像是静静地等
待着故人的“归来”。

作为浙江省党史教育
基地，纪念馆每年都要接
待数以万计的游客。不论
岁月怎样流逝，陈文杰和
他曾领导的红十三军的光
辉业绩和革命精神都将永
存于人民心中。

陈文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