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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 更 加 宽 广 的 舞 台走 向 更 加 宽 广 的 舞 台
—南阳市打造“1+3+N”市县政协工作新格局纪实

《《中国政协中国政协》》杂志记者杂志记者 杨杨 灵灵

两岸青山相对出两岸青山相对出，，一渠清水向北流一渠清水向北流。。

从南阳境内内邓高速渠首站出发从南阳境内内邓高速渠首站出发，，沿快速通道前沿快速通道前

行行 22..55公里左右公里左右，，便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便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渠渠

首两岸绿树成荫首两岸绿树成荫，，花香四溢花香四溢，，一幢幢小洋楼鳞次栉比一幢幢小洋楼鳞次栉比，，

一条条柏油路宽阔平坦……这里是淅川县九重镇移民一条条柏油路宽阔平坦……这里是淅川县九重镇移民

新村新村。。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实施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实施，，近近 22 万移民从万移民从

曾经的家园搬迁到这里曾经的家园搬迁到这里。。

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生态观光园……在国家的扶打造生态观光园……在国家的扶

持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努力下持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如今如今，，他们已在这里深深他们已在这里深深

扎下了根扎下了根，，生活也越过越红火生活也越过越红火。。这其中这其中，，离不开政协的离不开政协的

付出付出。。

““这些年这些年，，在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保护和移民脱贫在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保护和移民脱贫

致富上致富上，，政协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协发挥了重要作用。。老百姓认为政协离他老百姓认为政协离他

们很近们很近，，政协委员跟他们很亲政协委员跟他们很亲。”。”淅川县政协主席徐虎淅川县政协主席徐虎

感慨道感慨道，，这得益于南阳市政协打造的这得益于南阳市政协打造的““11++33+N+N””的履职的履职

新格局新格局，“，“让基层政协工作有了目标让基层政协工作有了目标，，有了抓手有了抓手，，有了底有了底

气气”。”。

构建
能履职履好职的工作体系

走进南阳市政协办公楼一层大厅走进南阳市政协办公楼一层大厅，，展板上展板上““20212021
年度年度‘‘11++33+N+N’’工作量化表工作量化表””引起记者注意引起记者注意：：市政协班市政协班

子子、、专委会专委会、、界别分别承担的调研界别分别承担的调研、、协商协商、、监督任务完成监督任务完成

情况一目了然情况一目了然。。

““构建构建‘‘11++33+N+N’’新格局新格局，，就是南阳市政协学习贯彻就是南阳市政协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治协商会议成立 70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破解破解

‘‘两个薄弱两个薄弱’’的具体举措的具体举措。”。”市政协主席张生起表示市政协主席张生起表示，，南阳南阳

市政协针对市县政协基础工作薄弱市政协针对市县政协基础工作薄弱、、人员力量薄弱的问人员力量薄弱的问

题题，，提出提出““三问三问”：”：如何强化作为如何强化作为，，虚功实做虚功实做，，把软任务变把软任务变

成硬任务成硬任务？？如何有效作为如何有效作为，，强调计划强调计划，，把软指标变成硬把软指标变成硬

指标指标？？如何规范作为如何规范作为，，量化标准量化标准，，把软尺子变成硬尺子把软尺子变成硬尺子？？

思考思考““三问三问”，”，谋后而定谋后而定。。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

后后，，南阳市政协顺势而动南阳市政协顺势而动，，积极构建了积极构建了““11++33+N+N””市县政市县政

协工作新格局协工作新格局。。

““11””是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履职中心环节是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履职中心环节，，放放

到政协工作的首要位置到政协工作的首要位置，，使凝聚共识更加凸显使凝聚共识更加凸显；“；“33””是是

进一步明确三级进一步明确三级（（市县乡市县乡））三层三层（（班子班子、、专委会专委会、、界别界别））组组

织织，，围绕三项职能围绕三项职能，，高标准干好调研高标准干好调研、、协商协商、、民主监督工民主监督工

作作，，使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加凸显使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更加凸显；“；“NN””是搭建多元是搭建多元

履职平台履职平台，，深入开展深入开展““小讲堂小讲堂”“”“微协商微协商”“”“深走访深走访””活动活动，，

使委员的主体作用更加凸显使委员的主体作用更加凸显。。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44 日日，，南阳市委一号文件转发南阳市委一号文件转发《《中共政中共政

协南阳市委员会党组关于构建协南阳市委员会党组关于构建““11++33+N+N””新时代市县政新时代市县政

协工作新格局的实施意见协工作新格局的实施意见》。》。省政协印发全省政协系省政协印发全省政协系

统参考借鉴统参考借鉴。。

成立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每年公布工作重点每年公布工作重点，，定期开展述定期开展述

评评，，对工作成效显著的予以通报表扬……对工作成效显著的予以通报表扬……

一子落一子落，，满盘活满盘活。。在在““11++33+N+N””的布局下的布局下，，全市政协全市政协

系统各项工作活跃有序系统各项工作活跃有序、、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

20202020 年年，，仅市政协就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仅市政协就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习、、党组会议学习党组会议学习、、主席会议学习主席会议学习 3131次次，，举办视频报告举办视频报告

会会 44 场场、、政协大讲堂政协大讲堂 77 期期；；联络走访委员联络走访委员 10231023 人次人次；；开开

展调研展调研、、协商协商、、民主监督等履职活动百余场民主监督等履职活动百余场，，向市委市向市委市

政府呈报履职成果政府呈报履职成果 2020 篇篇，，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 2626 人人

次……次……

““委员履职有舞台委员履职有舞台，，政协工作有抓手政协工作有抓手。”。”社旗县政协社旗县政协

主席黄静到政协工作不久主席黄静到政协工作不久，“，“11++33+N+N””新格局的实施打新格局的实施打

消了她对消了她对““季常委季常委”“”“年委员年委员””的看法的看法，，相反相反，，她觉得政协她觉得政协

工作很忙工作很忙，，而且忙得很有价值而且忙得很有价值。。

““新格局的构建推进了全市政协系统思想大武装新格局的构建推进了全市政协系统思想大武装、、

能力大提高能力大提高、、作风大转变作风大转变、、质效大提升质效大提升，，激发了各层面激发了各层面

的履职积极性的履职积极性、、主动性主动性，，使政协工作日益动起来使政协工作日益动起来、、严起严起

来来、、紧起来紧起来、、实起来实起来。”。”市政协党组成员市政协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庹一级巡视员庹

军的话在接下来几天的采访中不断得到印证军的话在接下来几天的采访中不断得到印证，，从市到从市到

区县到乡镇区县到乡镇，，政协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政协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

形成
谋大事干实事的履职氛围

伏牛山下伏牛山下，，医圣故里医圣故里，，南阳作为中医药文明的发祥南阳作为中医药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地之一，，拥有着张仲景这张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拥有着张仲景这张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

今年今年 55 月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南阳市温凉河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南阳市温凉河

畔的医圣祠畔的医圣祠，，了解了解““医圣医圣””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

展作出的贡献展作出的贡献，，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77月月 1919日日，，南阳市召开中医药发展大会南阳市召开中医药发展大会，，认真贯彻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安安

排部署全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排部署全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

市政协将市政协将““发挥仲景品牌优势建设全国中医药复发挥仲景品牌优势建设全国中医药复

兴 发 展 先 行 区兴 发 展 先 行 区 ””调 研 作 为 今 年 履 职 的 一 道调 研 作 为 今 年 履 职 的 一 道““ 大 题大 题 ”。”。

““所谓大题所谓大题，，就是集全市政协系统之力办的大事就是集全市政协系统之力办的大事。。由由

市政协主席牵头市政协主席牵头，，各县区政协各县区政协、、专委会专委会、、界别及省市界别及省市

县三级政协委员共同参与县三级政协委员共同参与，，分课题开展调研分课题开展调研。。目的目的

是为了提出更加有质量是为了提出更加有质量、、有针对性的建议有针对性的建议。”。”市政协市政协

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桂延耀说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桂延耀说，，这种大规模的调研这种大规模的调研

以前并不多见以前并不多见。。

““大题大题””的解答持续推进中的解答持续推进中。。99月月 11日日，，市政协召开市政协召开

中医药科研工作座谈会中医药科研工作座谈会。。邀请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邀请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

中医药科研机构代表中医药科研机构代表、、企业研发人员围绕中药材种植企业研发人员围绕中药材种植、、

科创平台建设科创平台建设、、新品研发新品研发、、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研讨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研讨，，

提出意见建议提出意见建议。。

这正是这正是““11++33+N+N””新格局下新格局下，，市县政协工作市县政协工作““一盘一盘

棋棋”，”，谋大事谋大事、、干实事的真实写照干实事的真实写照。。

““立足办大事立足办大事，，解决南阳市政协工作碎片化问题解决南阳市政协工作碎片化问题。”。”

张生起说张生起说，，南阳建立了市县政协南阳建立了市县政协““议题共商议题共商、、任务共担任务共担、、

资源共用资源共用、、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工作联动机制工作联动机制，，政协工作的整体政协工作的整体

性性、、系统性明显增强系统性明显增强。。20202020年年，，为助力脱贫攻坚为助力脱贫攻坚，，市县市县

政协联手成立政协联手成立 1717 个民主监督小组个民主监督小组，，200200 多位市县政协多位市县政协

委员参与委员参与，，对所有县市区进行异地民主监督对所有县市区进行异地民主监督，，市主要领市主要领

导高度认可导高度认可，，指示市扶贫办将政协评价按指示市扶贫办将政协评价按 55 分分值纳分分值纳

入年度扶贫工作总体评价入年度扶贫工作总体评价。。

如今如今，，南阳市政协形成了围绕大局谋大事南阳市政协形成了围绕大局谋大事、、围绕大围绕大

事谋良策事谋良策、、围绕良策求落实的干事创业氛围围绕良策求落实的干事创业氛围。。

要干就干好要干就干好，，干出质量干出质量、、干出成效干出成效。。对此对此，，徐虎的徐虎的

感受是感受是““不唯多不唯多，，只唯实只唯实”。”。他讲了淅川县政协的一个他讲了淅川县政协的一个

例子例子。。

为确保一库清水北送为确保一库清水北送，，20182018 年淅川县政协开展了年淅川县政协开展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污染防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污染防治””专项民主监督活动专项民主监督活动，，

组织组织 6060 名县政协委员名县政协委员，，从县城从县城 55 条内河治理到城区污条内河治理到城区污

水处理水处理，，从库区漂浮物清理到餐饮整治从库区漂浮物清理到餐饮整治，，从库汊养鱼到从库汊养鱼到

拦汊筑坝等拦汊筑坝等，，深入细致走访视察调研深入细致走访视察调研，，撰写了撰写了《《关于水关于水

污染防治专项民主监督的报告污染防治专项民主监督的报告》，》，提出了建立县主要领提出了建立县主要领

导定期巡河制度导定期巡河制度、、成立水上综合执法局成立水上综合执法局、、对库区进行专对库区进行专

项整治等建议项整治等建议。。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进行专题研究进行专题研究，，

组织实施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组织实施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共取缔畜禽养殖场共取缔畜禽养殖场

312312 家家，，拆除非法拦汊筑坝拆除非法拦汊筑坝 2929 座座，，查处违法案件查处违法案件 5050 余余

起起，，较好地履行了民主监督使命较好地履行了民主监督使命。。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类似事例还有很多。。一件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件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

要事要事，，一件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一件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伴随着市伴随着市

县政协履职的步伐落地开花县政协履职的步伐落地开花。。

打造
接地气聚人气的多元平台

进社区进社区、、进村组进村组、、进工厂企业进工厂企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宣传党的政策主张、、

开展协商议政开展协商议政、、收集社情民意……收集社情民意……““小讲堂小讲堂”“”“微协商微协商””

““深走访深走访””三项履职活动正在南阳大地如火如荼地展三项履职活动正在南阳大地如火如荼地展

开开。。

今年今年 11~~77 月月，，全市政协系统共开展全市政协系统共开展““小讲堂小讲堂””865865
次次，，参加人数近参加人数近 55 万人万人；“；“微协商微协商””562562 人次人次，，专题专题 495495
个个；“；“深走访深走访””10521052次次，，收集社情民意收集社情民意 717717条条。。

““通过通过‘‘小讲堂小讲堂’，’，能够了解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动能够了解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动

向以及法律法规向以及法律法规，，少走很多弯路少走很多弯路。”。”刘春英是卧龙区政刘春英是卧龙区政

协常委协常委，，同时也是一位私营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私营企业家，，她对她对““小讲堂小讲堂””活动活动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向身边的同行宣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向身边的同行宣

传传。”。”

在新野县在新野县，，县政协委员符光录县政协委员符光录““一人普法说唱团一人普法说唱团””

今年以来就开展今年以来就开展““小讲堂小讲堂””1515场次场次；；县政协委员刘洪定县政协委员刘洪定

还多次把还多次把““小讲堂小讲堂””挪到田间地头挪到田间地头，，开展政策和技术宣开展政策和技术宣

讲讲。。

而在邓州市古城街道大西关社区而在邓州市古城街道大西关社区，，一位老人对邓一位老人对邓

州市政协开展的一次州市政协开展的一次““微协商微协商””活动记忆犹新活动记忆犹新。“。“感谢政感谢政

协的同志们协的同志们，，在他们的推动下在他们的推动下，，解决了几十年想解决没解决了几十年想解决没

有解决的道路问题有解决的道路问题。”。”由于年代久远由于年代久远，，老人所居住的徐老人所居住的徐

西街每逢下雨道路都会泥泞不堪西街每逢下雨道路都会泥泞不堪，，严重影响了附近居严重影响了附近居

民的正常生活民的正常生活。。古城街道委员联络站了解到这一情况古城街道委员联络站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后，，立即开展了立即开展了““深走访深走访”，”，并向古城街道办事处提出建并向古城街道办事处提出建

议议。。目前目前，，徐西街地下管网改造升级已基本完成徐西街地下管网改造升级已基本完成。。

““通过开展通过开展‘‘小微深小微深’’三项活动三项活动，，传播扩大了共识传播扩大了共识，，

推动解决了集镇垃圾收集处理推动解决了集镇垃圾收集处理、、空巢老人空巢老人、、土地流转土地流转、、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增设增设‘‘红绿灯红绿灯’、’、秸秆禁烧等民生关秸秆禁烧等民生关

切问题切问题，，得到群众广泛好评得到群众广泛好评。”。”邓州市政协副主席熊成邓州市政协副主席熊成

有深有感触地说有深有感触地说。。

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得益于市政协打造的多元得益于市政协打造的多元

履职平台履职平台，，让委员履职有了阵地让委员履职有了阵地。。全市建成乡镇全市建成乡镇（（街街

道道））政协委员联络室政协委员联络室 249249个个、“、“委员之家委员之家””339339个个，，推动了推动了

政协工作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政协工作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为委员活动搭建了广阔为委员活动搭建了广阔

舞台舞台。。

从会场到现场从会场到现场、、从线上到线下从线上到线下、、从集中到分散从集中到分散、、从从

综合到专题综合到专题，，不断织密的工作网络和越扎越深不断织密的工作网络和越扎越深、、越盘越越盘越

牢的组织根系牢的组织根系，，让每一位政协委员都能就近有一个开让每一位政协委员都能就近有一个开

展工作的平台展工作的平台，，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就近找到政协组织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就近找到政协组织。。

展现
敢担当愿奉献的委员形象

““政协委员通过大比武政协委员通过大比武，，比出精气神比出精气神，，赛出真水平赛出真水平，，

全面激发了我们立足岗位全面激发了我们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决心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决心。”。”

王明全在唐河县政协王明全在唐河县政协““委员大比武委员大比武””中获得了第三名中获得了第三名，，

他仍觉得差距很大他仍觉得差距很大。。

20202020 年年，，唐河县政协举办首届唐河县政协举办首届““委员大比武委员大比武””活活

动动，，激活了委员履职激活了委员履职““一池春水一池春水”。”。台上台上，，来自不同领域来自不同领域

的的 3030 多位政协委员绘声绘色多位政协委员绘声绘色，，说数字说数字、、讲案例讲案例、、谈体谈体

会会；；台下台下，，评审组聚精会神评审组聚精会神，，认真倾听认真倾听，，公平打分公平打分。。

““通过比武通过比武，，发现了一批务实重干发现了一批务实重干、、无私奉献的优无私奉献的优

秀政协委员秀政协委员，，大家以良好的状态和优异的表现大家以良好的状态和优异的表现，，展示了展示了

新时代政协委员的风采新时代政协委员的风采。”。”唐河县政协副主席李金山唐河县政协副主席李金山

说说。。

委员有担当委员有担当，，政协方能有力量政协方能有力量。。南阳市政协抓住南阳市政协抓住

委员这个委员这个““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着力抓好队伍建设着力抓好队伍建设，，展现良好展现良好

形象形象。。

——强武装强武装。。深入开展深入开展““大学习强素能大学习强素能””活动活动，，今今

年围绕高铁经济年围绕高铁经济、、社情民意等专题社情民意等专题，，开展了开展了 44次省市县次省市县

三级政协委员三级政协委员、、市县乡三级政协干部全覆盖的视频培市县乡三级政协干部全覆盖的视频培

训会训会，，推动党的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推动党的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建机制建机制。。制定制定《《专题协商和专题调研质量评专题协商和专题调研质量评

价工作办法价工作办法》，》，明确评价指标明确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标准、、评价办法评价办法，，推推

动履职高质量动履职高质量。。出台出台《《履职量化管理办法履职量化管理办法》，》，通过布置通过布置

委员作业委员作业、、开展评优等开展评优等，，激励委员想干事激励委员想干事、、能干事能干事、、干成干成

事事。。

——设舞台设舞台。。每半年开展一次委员履职每半年开展一次委员履职““述讲述讲

评评”，”，通过自己述通过自己述、、领导讲领导讲、、大家评大家评，，比担当比担当、、比奉献比奉献；；在在

委员履职委员履职 APPAPP、、专委会微信群上晾晒成绩单专委会微信群上晾晒成绩单，，激发委员激发委员

内生动力内生动力。。

““每次提案每次提案，，每次调研每次调研，，每次学习每次学习，，无不时时感动着无不时时感动着

我我，，处处激励着我处处激励着我，，使我在委员履职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使我在委员履职的道路上更加充满

信心和力量信心和力量。”。”唐河县政协委员王福骞的话代表了南阳唐河县政协委员王福骞的话代表了南阳

市县政协委员们的共同心声市县政协委员们的共同心声。。

风好正是扬帆时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不待扬鞭自奋蹄。。破解破解““两个薄两个薄

弱弱”，”，南阳市政协无疑给出了一个精彩答案南阳市政协无疑给出了一个精彩答案。。如今如今，，他他

们正向着更加宽广的舞台迈进们正向着更加宽广的舞台迈进。。②②88

编者按 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走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之路，是个大课题。我市在新形势下打造了“1+3+N”市县政协工作新格局，构建了能履职履好职的工作体系，形成了谋大事干

实事的履职氛围，打造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多元平台，展现了敢担当愿奉献的委员形象。在切实破解“两个薄弱”这个课题上，市政协给出

了一个精彩答案。本报今日转发《中国政协》杂志记者对市政协全力打造“1+3+N”市县政协工作新格局的主题采访，供大家借鉴学习。

市政协召开中医药科研工作座谈会。（资料照片）医圣祠（资料照片） 市城区工农北路馨华苑小区成功加装电梯，大大方便了群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杰超陈杰超 摄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