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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服务经济建设发展
新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曾振志
把宣传网络建立在各基层党支部上。 当
前，各基层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形同虚设，
没有很好的履行思想宣传职责， 发挥思
想宣传教育作用。 要通过加强对他们的
组织领导和考核，真正把他们的积极性、
功能作用发挥出来。 二是要加强宣传思
想队伍的素质教育培训， 提高宣传思想
队伍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 宣传思想
干部队伍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自身懂政
策、懂理论、懂经济、懂法律、懂宣传。 因
此，大力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
习， 开展各种素质教育培训成为宣传思
想工作队伍一门重要的必修课。 三是全
民动员参与，坚持创新，努力打造为经济
建设服务的大宣传思想工作格局。 宣传
思想工作要紧扣群众思想脉搏， 才能吸
引群众主动参与，引起群众共鸣，得到群
众拥护。
实践证明，“群众观点” 指导下的宣
传思想工作拥有最持久的生命力。 要逐
渐转变思路，把群众放在主体地位，说群
众话，讲群众事，生动活泼，入脑入心。 引
导群众从被动的受众变成宣传思想工作
的主动参与者， 防止出现一厢情愿、“我
动他不动，我主动他被动”的被动局面。
要提高创新宣传思想工作能力， 必须着
眼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 着眼于繁荣和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 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
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积极探索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宣传思想工
作的新体制、新内容、新手段，努力为改
革、发展、稳定提供理论指导、舆论力量、
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实行“村账乡代管” 强化农村财务管理
怀化市鹤城区乡财管理局 杨圣太
村级财务问题， 历来是广大农民群 实行“村账乡管”后，建立健全了债权债 员进行了农村财务法律、法规、政策和会
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直接关系到农 务管理制度， 杜绝了盲目举债和高息借 计业务等方面知识的培训。
实行“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农村经济发 贷现象。 并且采取了核销呆死账、清缴尾
村账乡代管”， 强化了管理措
展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 欠提留款、 清收干部欠款和转账拉户等 施。 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利有弊，只有准确
不断深入， 由于财务管理体制上的不完 一系列有效措施， 对乡村两级不良债务 把握工作中的重点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
善，造成一些村财务管理混乱、干群关系 进行全面清理， 有效地制止了村级不良 才能兴利除弊，更好地促进工作。因此，在
紧张， 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等问题不断发 债务的再发生。 三是减少群众对干部的 实行
“
村账乡管”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
生，因此，实行“村财乡代管”，走出了一 猜疑。 实行“村账乡管”后，各村的账由乡 问题。 一是科学接管，防止村集体资产流
条民主管理、 约束有力、 监督有效的路 镇财政所集中核算，村级财务更加透明， 失。为防止在
“
村账乡管”新旧账交接过程
子。
增强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 密切了干群 中出现村集体资产流失，在实行“村账乡
实行“村账乡代管， 规范了财务管 关系。
管”前，应首先对村账进行冻结，同时组织
理”。 实行“
村账管理”，首先发生了“三个
实行“村账乡代管”，统一了思想认 相关人员到村做好清产核资工作，重点是
转变”。一是帐目变“
清”了。实行“村账乡 识。 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一是制定下发 “
八清查”，即清查银行存款、库存现金、固
代管”，通过清理村级不良债务、债权，实 了《鹤城区“村账乡管改革”实施方案》， 定资产、库存物资、各项应收款、应付款、
行开支、审核、审批、报销等理财程序，规 明确了开展“村账乡管”工作的意义、目 账外应收应付款和承包合同兑现情况，达
范了账、表、册、据，使村里多年的糊涂账 的、程序和具体要求。 二是健全了领导机 到账据、账账、账款、账物、账表五相符，然
变成了明白账。 二是财务公开变“明”了。 构。 乡镇成立了“村账乡管”工作领导小 后办理交接手续，实行电算化做账。 二是
实行“村账乡代管”，乡财部门会计分片 组，在乡镇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村级重 明确权限，防止乡镇占用村级资金。 实行
包村，定期到所包的村清理帐目，并指导 大财务问题由乡镇党委会研究决定，日 “
村账乡管”，是在不违背《村委会组织法》
村委会对财务及时进行公开， 公开形式 常工作由分管财经工作的副乡长主抓， 和《会计法》的前提下，协助村里理好财。
采取入户单、 明白卡或直接召开村民大 具体业务由乡镇财政所、 经管站工作人 三是定期检查， 防止报账单位弄虚作假。
“
村账乡管”后，乡镇农村财务办公室
会等形式，增强了透明度，变暗箱操作为 员完成。 三是层层建立工作责任制。 把 实行
阳光作业。 三是财务管理制度变“有”了。 “村账乡管”工作纳入乡、村两级干部年 实行定期、不定期的对各项业务进行审核
实行“村账乡代管”，会计的人事权及工 度目标责任制， 年末根据工作任务完成 和督查。 四是严格审计，防止村级建立账
资待遇与所服务的村相脱钩， 直接归乡 情况兑现奖惩。
外账。 实行
“
村账乡管”后，村级财务支出
镇管理，这使会计人员敢于坚持原则，秉
配强队伍，提高素质。 实行“村账乡 受到约束，少数村干部为了不受约束和监
公办事，保障了财务管理制度的落实。 其 管”后，乡镇农村财务办公室工作人员直 督，势必会高息借贷或挪用村级资金搞体
次达到了“三个减少”。 一是减少了村级 接负责各村的财务管理工作， 他们素质 外循环，造成账外账。 因此，在工作中，要
开支。 实行“村账乡管”后，精简了村干 如何，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村账乡 定期组织、财政、审计、经管等部门对村集
部，同时，通过专项治理，村级开支中。 办 管”工作的成效，为此，公开向社会招聘 体财务的审计工作，对存在的违规现象严
公经费、村级招待费等各类开支锐减，大 了一批具有大专以上文化、 熟悉会计业 肃查处。
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二是减少不良债务。 务的专业人员， 并对所有农经站工作人
（作者系怀化市鹤城区乡财管理局局长）

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 ——
—雨果

邓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
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人类灵魂工程师
是一种很高的评价，是一项很高的要求，要真
正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 政工干部是党的方
针政策的宣传者，是先进思想的宣传者、倡导
者和组织实践者。 如果没有过硬的思想政治
素质和业务素质， 就不可能适应飞速发展的
大好形势， 更不可能在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 要提高政工干部素质， 做好思想政治工
湖
作，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南
一、要胸怀全局，立意高远，勤思勤想
省
政工人员的岗位工作不是孤立的， 而是牵 核
工
一发动全身的， 牵涉到单位的改革、 发展与稳
业
定。 某个岗位工作的失职、失误，将影响单位的 地
全面发展。 因而政工人员要具有深刻的认知感。 质
政工工作像金，要珍惜。 当代的政工岗位 局
三
相对于其它经济工作岗位来说， 已经是很少
了， 能够有这样的岗位， 在这样的岗位上工 一
作， 是很不错的事情。 这既是自己勤奋的结 大
队
晶，也是领导关心信任的结果。 既然如此，就
应当珍惜这份工作，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不 肖
才
断地充实、丰富自己，才会象金子一样发光。
朴
政工工作像木，要长进。 要事时俱进，社
会法是不进则退，只有以知识、经验为营养，
天天不废，日积月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结出“智慧”之果。
政工工作像水，要适当。 从事政工工作，
要象水一样不避艰难险阻， 象水一样保持平
静心境；有水一样的涵养和气度，有水一样奔
流到海不复回的精神。 能屈能伸，可大可小，
可包容， 这是政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品质
之一。
政工工作像火，要投入。 火是热情、灿烂的，是富有牺牲精神
的。 从事政工工作就得全身心地投入、付出、牺牲，燃烧自己，照
亮周围，而不是只冒烟不燃烧。 那些“隔岸观火”的人，是永远得
不到机关工作真缔的，也是为机关工作所不相容的。
政工工作像土，要本色。 从事政工工作，要有“
土”的气息，保
持做人的本色，实实在在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 针对实际工
作，我给大家提出一些参考——
—“三个正确处理”。
(1）正确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很难想象一个不勤、不公
不廉的人会得到领导的欣赏、群众的欢迎。 权力不是用来作威作
福、谋取私利的，而是用来为职工服务的；权力的另一面更多的
是责任，是为单位发展、为职工群众办好事的职责要求。
（2）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 缺智的干部是次品，缺德的干
部是危险品，政工工作人员德才素质尤为重要。 有德无才干不好
事，有才无德干坏事，有德有才才能干好事。
（3）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 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得与
失是相对存在的。 如果只从个人私利出发，工作效果肯定不好，
在领导和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肯定不会高大。 如果一切从工作出
发，在领导和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自然会高大，必定得到领导和群
众的欣赏。
二、要全心投入，爱岗敬业，勤恳勤奋
1、当好“顺风耳”、当好“千里眼”、当好“情报员”。 这要求及
时、全面、准确地掌握与工作密切相关的一切信息，这是一项重
要职责。
一是经常分析工作中，单位经济运行态势，剖析工作中、经
济生活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为单位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
提供有深度的分析性资料，同时，跟踪决策实施情况，促进决策
落实。 这里突出的是一个“
大”，大政策、大方向。
二是围绕中心工作搞好调查研究， 为领导提供真实的民情
信息、市场信息等。 这里突出的是一个“
实”，实际、实情。
三是为单位决策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工作信息、政策
信息、苗头性倾向性信息。 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而
且要深入剖析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这里突出的是一
个“
法”，想法、办法。
2、当好“参谋”、当好“助手”、当好“领导大臣”，这就是要在
工作上“想领导没有想到的事，说领导不好说的话，做领导不方
便做的事”、善于从领导的角度，全局的高度来想问题，做事情，
不画蛇添足，不增加矛盾。
3、当好“科长”、当好“科员干事”，这就是履行职责要到位（思
考问题应换位，主动配合补好位，找准位子不越位）。我们需要的是
有思想、有创新精神、能干肯干主动干、干出成效、遇事不推诿、不
耍滑头的干部，而不是唯唯诺诺的
“
庸人”和躲躲闪闪的
“
滑人”。
总之，加强学习是开展工作的起点，边学边干是做好工作的
基本常态。 学然后知不足，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提高自己。“
才能是
知识的物化，勤学是获取知识的途径”。 不经过艰苦曲折的拼搏
与探索，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拼搏与探索的基础，就是勤学
苦练。 我们要在学习中不断地吸收营养，充实自己，逐步地提高
自身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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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各项工作的生 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事业。 要切
命线。 做好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应当 实肩负起社会“大教育”功能，努力承担
注重把握要点，切实服务经济建设发展。 “传道、授业、解惑”职责，做好具体改革
一、明确服务要求，把握宣传思想工 政策、措施的宣传解释工作。 要认真开展
国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宣传， 使国
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着力点
宣传思想工作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 家产业政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增收的重
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要指针。 三是要坚持满足广大群众的精
并根据自身发展的要求和工作特点，发 神文化需求，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挥优势， 切实把握好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提供智力支持。 宣传思想工作要始终坚
二为”与“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
着力点。 一是要加强科学发展的宣传教 持“
育，在引导树立发展意识上下功夫。 发展 倡多样化，服务群众，满足需求。 要始终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重要务。“发展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把党的意志与人
才是硬道理”。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切问 民的意愿有机结合起来， 树立以人为本
题，归根结底都依赖于发展来解决。 只有 的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
发展，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 点， 把政治性要求与群众多样化需求有
临的矛盾和问题。二是要加强改革开放的 机结合起来。 要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
宣传教育，在引导树立市场经济意识上下 盼， 把群众需求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第
功夫。三是要加强政策宣传，化解矛盾，在 一信号，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引导树立大局意识上下功夫。坚持不懈地 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要围绕主题，精心创
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进 作一批优秀的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
一步把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全党全国 音像制品和众多的优秀舞台艺术和音乐
的工作大局上来，是宣传思想工作为经济 节目等精品， 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巨大
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的精神鼓舞。 要坚持内育素质、 外塑形
二、激活服务内容，把握宣传思想工 象。
三、加强队伍建设，把握宣传思想工
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立足点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对接点
宣传思想工作和市场经济建设是两
济的发展，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
的问题逐步显现，面对这种情况，宣传思 个不同的范畴， 如何实现宣传思想工作
想工作要切实服务经济建设发展， 必须 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对接， 使宣传思想工
要激活服务内容，坚持解决实际问题，找 作能够很好地为市场经济建设发展服
准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立足点。 一是 务，构建宣传思想工作网络、发挥宣传思
要围绕推进解放思想， 着力抓好全民思 想队伍的人力资源作用至关重要。 一是
想教育。 二是要切实肩负起“大教育”功 要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构建宣传思想工
能，坚持解决实际问题。 宣传工作是武装 作网络。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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