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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抓落实讲究的是方法、注重的是
成效，必须要有“统筹兼顾、聚力成事”的
工作艺术

能干事 、会干事 ，还要善干事 、干成
事。 前者是一般工作能力，后者则上升到
了工作艺术。 每一项重点工作，都涉及到
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
要做的就是围绕工作目标， 找到最佳的
路径，以最优的手段实现最好的成效。 为
此， 要注重统筹兼顾， 处理好一般与重
点 、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 、内部与外
部、守正与创新等各种矛盾关系，确保决

策的科学性、前瞻性 、系统性和有效性 。
要善于调查研究 ，真正走出去 、沉下来 ，
掌握一手资料， 了解真实情况， 问计于
民， 广纳群智， 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统
一、 动机与效果相统一。 要增强预见预
判， 善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
开展工作 ，及时互通有无 、共享信息 ，做
到上下联动、部门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共同抓好落实。 要强化系统管理，构
建抓落实的无缝责任链条， 实现抓落实
的闭环管理， 对需解决的问题建立清单
台账， 进行销号管理， 推动工作落地见

效，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江华连续十四年
被评为“省平安县”，获十三次“省综治先
进县”称号 ，被评为 “全国综治先进县 ”，
在 2019 年度全市平安建设 （综治工作）
考核中排名第一。 今年以来，江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
央、省委 、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
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模
式，突出区域特色 ，坚持主动作为 ，着力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满足人民期盼、体现
江华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让狠抓落实形成风气、习惯、规矩

伍继承。

□伍继承

反对空谈 、强调实干 、注重落实 ，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一个常谈
常新的话题。 9 月 16 日，我作为永州
市委党校处干班学员， 聆听了永州市
委书记严华讲授的党课———《崇尚实
干、狠抓落实》。 听完后思绪翻涌、久难
平静 ，对 “抓落实 ”有了更深的思考和
体会， 一句话概括， 就是严书记所说
“抓落实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如何
守好这条生命线， 让狠抓落实形成风
气 、形成习惯 、形成规矩 ，成为党员干
部的鲜明特质， 成为推动永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 我认为要
从五个方面下功夫。

四 抓落实体现的是作风、 彰显的
是精神 ，必须要有 “锲而不舍 、孜孜以
求”的执著韧劲

抓落实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
马平川，必然会遇到 “拦路虎 ”和 “硬骨
头”。 抓落实要抓好、抓出成效，就要正
视矛盾 、直面问题 ，敢于担当 、知难而
进。 要较真碰硬抓落实，勇于挑最重的
担子 ，敢于啃最硬的骨头 ，善于接最烫
的山芋， 主动到矛盾突出的基层去，到
困难较多的一线去，到难点聚焦的地方
去，尽早处置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决不
能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要一以贯
之抓落实 ，目标一旦确定 ，就要以百折
不挠的意志和钉钉子精神，咬定青山不
放松 ，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锤接着一锤
敲 、一任接着一任干 ，锲而不舍地推动
重要工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要严谨
务实抓落实，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
招 、求实效 ，不搞花架子 ，不做表面文
章 ，不喊不着边际的口号 ，不定不切实
际的指标 ，杜绝以会议落实会议 、文件
落实文件、讲话落实讲话的现象。 要科
学理性抓落实 ，坚持遵循规律 、实事求
是 、因地制宜 ，科学评估考核工作落实
情况 ，确保发展成果 、工作成效经得起
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

五 抓落实浓厚的是氛围、 清朗的
是生态 ，必须要有 “凝心聚力 、齐抓共
管”的保障机制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 抓好落实，除
了切实提高抓落实的思想境界、 能力素养
以外，还要有完善的制度作保障。 制度通过
匡正行为来树立导向，当抓落实成为风气、
成为习惯、成为规矩之后，自私自利者、慵懒
无为者、畏缩怯懦者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大
家的思想和精力就会紧紧聚焦在如何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上， 政治生态也就随之
清朗起来。一方面，要强化正向激励。把“抓
落实”分解到任务指标中去、融入到督查考
核中去、体现到干部选用上来，完善奖惩激
励机制，鲜明选人用人导向，把那些不敢扛
事 、不愿做事 、不会干事的干部解决拿
下来、清出去，给那些能干事、善干事、干成
事的闯将干将铺路搭台。 另一方面 ，要强
化反向兜底。 按照 “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 ，细化操作办法和工作举措 ，切实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避免“干事
多出错多、不干事不出事”的逆向惩罚，
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 同时，还要健
全督查督办、信息反馈、情况通报、重大
责任追究 、政务服务 “好差评 ”等制度 ，
调动各方面共促落实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推动抓落实在潇湘大地蔚然成风。

(作者为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

一 抓落实考验的是忠诚、检验的是
党性，必须要有“重任在肩、我将无我”的
情怀境界

做一件事情，总有一个动机。 同样，
抓落实首要解决的是 “为什么抓”“为谁
抓”的问题，这关系到抓落实的思想根基
和内生动力。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是党和
人民挑选出来的“勤务员”，听党指挥、对
党忠诚 ，为民解忧 、为民谋福 ，就是我们

抓落实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关乎
党的全面领导是否坚强有力、 关乎党的
执政根基是否牢固可靠、 关乎党的事业
能否接续发展。 尤其领导干部的精力、时
间、寄托等等经常不属于自己，而更多属
于党和人民。 “自我”的部分越多，为党为
民的部分就越少；“无我”的境界越高，利
党利民的事业就越兴旺。 近年来，江华发
展迅速，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产业规

模效应初步显现， 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
高，获得了一系列“国字号”荣誉，从全市
的第三方阵一跃进入第一方阵，“县区学
江华”成为当下热潮。 成绩的取得费尽艰
辛，靠的就是全县上下一股子“为江华的
尊严和荣誉而战 ”“江华进步我光荣 、江
华落后我耻辱”的决心和担当，没有这样
的政治自觉和情怀担当， 抓落实就会走
偏走虚、变质变味。

二 抓落实评判的是能力、比拼的是
本领，必须要有“勤学善思、多谋善断”的
扎实功底

“狠抓落实”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干部应当具备的八大执政本领之一 ，
是对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检验。 老
话说，“才不堪任 , 必遭其累”“没有金刚
钻，别揽瓷器活”。 如何破解“本领恐慌”，
练好狠抓落实的硬功夫？ 我认为， 一方
面，要向学习要力量。 这次培训，我有一

个深刻的感受， 就是越学越觉得自己知
识匮乏， 越学越感到需要加强学习的还
有很多。 步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矛
盾、新问题，如果不及时更新自己的思维
理念、知识储备、技能目录 ，就会被自己
的无知无才所累，最终错失机遇、贻误发
展。 这里，关键是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吃透中
央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 提升理论素养
和政策水平， 提高战略思维和把握全局

的能力。 另一方面 ，要在干中增才干 。
领导干部不能做 “温水里的青蛙 ”，而
要做 “热锅上的蚂蚁 ”。 刀在石上磨 ，
人在事中练 ， 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发
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
善于运用创新思维 、 辩证思维 、 法治
思维 、 底线思维处理问题 ， 提高依法
行政和驾驭风险的能力 ， 掌握做群众
工作的基本功 ， 不断锤炼担当实干的
“铁肩膀 ”“真本领 ”。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 切实维护
蓝山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提升蓝山法
院执行工作的整体质效，今年来，蓝山县
法院执行局多措并举助力涉金融案件执
行工作 。

一是院党组高度重视， 抽调精干力
量，组建涉金融案件执行团队，专门负责

执行涉金融案件； 二是拍卖一批有抵押
财产的案件， 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
拍卖参考价，尽快进入拍卖程序；三是拘
留一批规避执行和恶意逃避金融债务的
“老赖”， 通过金融机构提供被执行人行
踪， 充分发挥司法拘留等强制手段的作
用， 着力打击规避执行和恶意逃避金融

债务的行为； 四是曝光一批有能力履行
而拒不履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充分
运用诚信机制、惩戒机制，加大对失信被
执行人的曝光惩戒。 截至目前共对外发
布 2 期涉金融执行案件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曝光 79 人。

今年以来 ， 蓝山县法院通过一系

列 执 行 措 施 向 涉 金 融 案 件 被 执 行 人
“亮剑 ”，共拘留涉金融案件被执行人
12 人 ，挂网拍卖抵押房产 16 处 （拍卖
金额达 2000 余万元 ）， 执结 126 件涉
金融执行案件 ，为金融机构收回不良
贷款近亿元 。

何志鹏

蓝山法院多措并举执行涉金融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