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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维护新疆稳定
邱媛媛
（ 中共新疆区委党校 行政学教研部，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党领导执政的基础。

新疆尤其是南疆四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基层组织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综合素质不
高；农村基层组织中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整体脱贫困难大等。 当前面对新
疆“ 三期”叠加的严峻形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关系到南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实
现，同时也关系到南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因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促进南疆社会稳定和发展，南疆的问
题解决好了，新疆就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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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同志
发表重要讲话：
“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维护稳定、
反对分裂的坚强战斗堡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涣
散，人头落地。这在新疆反恐维稳工作中是有过血的教训
——
的。当前的新疆正处于“三期叠加”—暴力恐怖活动活跃
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的严峻形势下，暴
力恐怖事件出现了新特点，不仅犯罪手段、方式更加血腥，
而且活动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在南疆频发并呈现向外蔓
延的趋势。深刻剖析近年发生的这些暴恐案件的原因与背
景，
我们都可以找到基层组织薄弱的因素。因此，
解决基层基
础薄弱的问题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
性，既是面对三期叠加严峻形势、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
急，也是实现共享发展与长治久安的一项长期任务。
2014 年开始，自治区历时 3 年、从全区各级机关抽调
20 万名干部深入基层开展
“访民情、
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一竿子”贯彻到底，
“ 一揽子”落实到位，直接与最基层实
现无缝对接。可以说这是具有新疆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
同时也是促进新疆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实现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治本之策。
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堤坝最容易从蚁穴溃。新疆工
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
层。南疆四地州尤其是喀什、
和田地区，
信仰伊斯兰教的群
众占当地总人口的 94%以上，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纵观这
些年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其中不乏利用宗教名义开展的
非法宗教活动。多年的反恐斗争证明——
—宗教极端势力的

存在已经成为新疆发生暴恐事件的根源所在。虽然当前新
疆尤其是南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在现实
工作中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
—基层基础薄弱，没有充分
发挥基层组织在反恐维稳中的作用。在 2015 年自治区党
委南疆工作会议上，张春贤书记强调，要着力强化基层基
础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要从根本上、
源头上搞清楚、弄明白
基层基础的生产关系、组织架构、管理效力等方面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以及解决的措施和办法。
一、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境
（一）基层组织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综合素质不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干部是民族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
。干部队伍素质高低决
定着基层治理的成败，同时也是新疆基层治理最核心的要
素。当前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是选好配强村党组
织书记，集中力量在村一级用劲。自治区一直都非常重视
对基层干部的培养、任用，提出了“三个不吃亏”的用人导
向和“政治上强、能力上强、作风上强、心力上强”的标准，
通过“访惠聚”教育实践活动，广大下派干部用真情、真爱、
真心温暖着群众，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得到了群众的认
可和支持，凝聚了民心、民力、民智，也筑起了民族团结的
坚强堡垒。
然而，目前新疆的农村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文化程度偏
低，
南疆四地州更加突出。农村基层干部基本上都是初中、
高中毕业，大专以上学历的很少，而且由于南疆四地州的
喀什、和田地区，少数民族达到当地人口的 94%以上，有的
干部基本不会讲汉语，没法与汉族干部交流，干部文化程
度偏低制约了农村党组织的发展。此外，受制于文化程度

收稿日期：2015- 12- 07
作者简介：邱媛媛（ 1980- ） ，女，甘肃民勤人，讲师，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Ｚｈ ｅ ｎ ｇ Ｚｈ ｉ Ｙａｎ Ｊ ｉ ｕ
☆ 政 治 研 究 ☆
偏低的因素影响，一些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法治思维不
强，开展工作方法简单，习惯于老经验、老办法，对待群众
粗暴强硬，并且宗旨意识淡薄，缺乏民主意识、管理服务意
识，没有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这都引起很大民怨，导致村
干部在群众中没有树立威信，
得不到群众的信赖。
（二）农村基层组织中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基层组织软
弱涣散
新疆地域面积广大，一共有 8 635 个行政村、
754 个国
有农牧场村组、
931 个重点社区[1]，张春贤书记在自治区党
“要狠抓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对损
委南疆工作会议上指出，
害群众利益的，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迁就”
。农村的
村党支部直接面对群众，
向群众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
同时
也听取群众呼声、
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提供管理服务。新疆
“棋眼”。
“棋眼”
看似局部，但关系全盘。新
一盘棋，
南疆是
疆问题要解决得好，加强南疆基层组织的力量是保障。
江泽民同志指出: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坚决贯彻执行党
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同时重视扶持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事
物，积极带领农民群众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好农业结构，帮
助农民增收减负，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快致富奔小康的
步伐。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通过多种形式逐步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这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集体服务功能，增强
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凝聚力的需要。有了一定的集体经济实
力，村集体能够为农民群众的生产经营和运用科技等提供
更多的服务，这样党支部才会在群众中形成更大的凝聚
力、号召力。”[2]
然而，目前新疆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制度规范
方面出现亟须改正的问题。例如，有的村财务管理混乱，
几
任村干部一人一包账，更有一些村干部多吃多占，肆无忌
惮；有的村财务台账不规范，出现呆账、死账、断头账；有的
村村务公开内容笼统，不详细，不具体，避重就轻，未公开
实质内容，甚至不公开或搞假公开；有的村对公开内容未
经严格的审核程序，公开的形式单一，专业性太强，群众看
不懂……财务管理，是村级事务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这
些“村账”问题的存在，群众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极大地损
害了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干群关系，没有真正做到以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目的。
（三）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整体脱贫困难大
南疆四地州农村财政主要靠收取集体土地租金，基本
没有集体企业，致使大量空壳村出现，村级组织无钱办事、
无章执事、无人干事。上级拨付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没有
用在刀刃上，要么被乡镇所把持，要么根本不够用，解决不
了大问题，要么流于形式搞几次活动，做一些宣传牌匾就
在
用完了，而用于解决群众困难的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
南疆，基层组织的作用在群众眼中甚至不如宗教场所对他
们的作用大。一些非法宗教组织常常利用一些小恩小惠笼
络人心，煽动宗教狂热、大肆散布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煽动
群众，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相反，
我们的基层组织没有在群
众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还
有，由于村党支部缺乏经济基础和物质依托，村干部待遇
低，遇到困难有时还要村支书自己掏腰包解决。所有这些
因素都削弱了农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堡垒作用。

同时，南疆四地州也是贫困最为集中连片的地区，贫
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南疆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土
地沙漠化、荒漠化、盐碱化严重，其中和田地区尤为凸显。
例如，和田地区 8 个县市都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86 个乡镇中有 80 个乡镇属于扶贫工作重点乡，占乡镇总
数的 93%；
1 470 个行政村当中有 1 296 个扶贫工作重点村，
占整个和田行政村总数的 92%，占自治区扶贫重点村总数
的 36.2%。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特别是农田水利、
电网改造、
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
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并且新疆的贫困群体还有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贫困家庭的人口众多，
因此减贫难度非常大。
二、建设好农村基层组织的重点措施
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任务更为繁重，这
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
大提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
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
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党
则
委南疆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强化基层基础工作。人心定，
长治久安；
人心乱，
则祸起萧墙。当前新疆面对
“三期叠加”
的严峻形势，
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反恐维稳中的作用，我
们就必须坚持把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作为维护社
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严字当头以实当底，
下大气力打造坚强
战斗堡垒，
才能着力筑牢反分裂、反恐怖、反渗透的第一道
防线，
做到未雨绸缪，实现科学发展与长治久安。
第一，
突出强化政治标准，严实整顿措施。坚持把政治
强化作为第一标准、第一导向，从严从实整顿班子、整顿队
伍、整顿思想。采取选派县乡机关、站所干部担任，从临近
强村调任和“访惠聚”工作组成员兼任的方式，下力气选最
强的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和第一书记。同时，开展村级组
织骨干培养行动，以政治强、有潜力的年轻在任村干部为
主，采取集中培训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着力解决村
级组织后继乏人问题。此外，
还要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政治培
训，围绕“两文件一条例”以及“五本小册子”
，通过专题办
班、
远程教育的方式进行全员轮训。针对软弱涣散村党员普
遍发挥作用不明显的问题，
积极推进党员责任区制度，
引导
党员认领维稳巡逻、纠纷调处、村务监督等岗位，充分发挥
党员在反恐维稳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党员在反恐维稳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意识，对举报线
索有功的农村党员干部进行奖励和表彰，
并形成机制。
第二，
依托严打专项行动，破解整顿难题。针对一些软
弱涣散村宗教极端势力和家族、黑恶势力长期盘踞、欺凌
弱小，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被严重削弱的实际，坚持把
严打专项行动作为整顿工作的重大契机和结合点，整合县
直相关单位，乡镇党委以及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工作力量，
通过“地毯式”摸排和“背靠背”谈话的方式，深入“揭盖子、
挖幕后”
，查找基层党组织落实维稳措施不力，宗教极端势
力和家族、黑恶势力与村“两委”相互裹挟，党员干部“两面
性”、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等方面问题，着
力从根本上扭转一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年年整顿、年年
重点的局面。
第三，
以上率下联动推进，
凝聚整顿合力。
（下转 7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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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平时的风格，什么颜色的外套与自己其他的大多数的衣
服更容易搭配在一起，所有这些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往往
让作为消费者角色的我们很难做出抉择。但是，等到我们
一旦下定决心买什么颜色的外套的时候，消费就已经戛然
而止。在购买外套这样一个消费行为结束之后，其实我们
并不会在后续的时间内去验证自己千挑万选的这件衣服
是否真的符合自己平时的风格，是否与自己其他的大多数
的衣服更容易搭配。由此可见，消费者的消费在真正意义
上来讲，其意义只是发生在选择的过程中，而选择的具体
的结果并不真正属于消费的一部分。在消费者做出最后的
选择的那一瞬间，消费便已经结束。消费由此不再是具有
永恒性，而是被贴上了瞬间性的标签。
四、结语
在这样一个几乎被商品淹没的消费时代里，越来越多
的商品赋予了人们越来越大的选择自由权，但是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和不自由。以至于让人不禁问道“我
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商品”
。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
自由，
更多的自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但是我们也会逐渐的
发现，其中选择的自由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自由是以让我们
失去自由为代价的。被控制下的自由选择和不被控制下的
自由选择，到底哪种才是真正的“选择的自由”，这样一个
悖论性的争议问题在消费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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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reedom and Confusion in the Choice of Consumerism
GAI Xiaofei
（School of Humanities，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Jean-Paul Sartre has regarded the existence of the people as the happening about the action of choice. As we
know，the people face a variety of options in daily life.The text analysis the essence of choice，
the freedom of choice，the
confusion of cho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free choice about Jean-Paul Sartre to demonstrate whether the
choice is real free，and if the freedom of choice brings illiberality to people.
Key words: choice，freedom，confusion，Jean-Paul Sar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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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4 1 页） 要铭记软弱涣散人头落地血的教训，围绕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明确党委主体责任，高位推
动整顿工作。各级党组织要把整顿工作作为重大的政治
任务，定期研究推进措施，解决突出问题，做到专题“会
诊”，逐个“过筛子”
“ 查病灶”，认真研究确定整顿对象，一
村（社区）一策，形成整治、巩固、提升方案，定人头、定目
标、定措施、定任务。领导包联软弱涣散村（社区），一定三
年不变，每月定期住村，沉在点上，研判形势，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
2010 年两会期间，努尔·白克力说，
“在新疆，发展是第
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目标，
只有治穷，才能治
乱，贫困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邓小平 1990 年即指
出:如果听任地区差距扩大，如果搞两极分化，
“民族矛盾、
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对新疆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
发展现代农业、带领群众致富和维护农村稳定是现阶段农
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南疆四地
州，发展起点低、弱势群体多、贫困最为集中，问题表现得
更为突出，这就容易在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中产生心理不
平衡和被剥夺感；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族问题与
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也为新疆基层治理带来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凸显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杂性。
“关键在党，根本靠坚强的干部队伍、严密的基层组织
体系、管用的群众工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
明确提出了“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跨越式发展”必须抓好

的三件事，提出了“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好”的奋斗
目标。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十八大的
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当前南疆基层组织应该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和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找准南疆
优势主导产业，做强支柱产业，延长产业链深加工，创办村
级经济实体，让资源开发更多惠及当地，提高基层组织为
群众服务的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团结绝大多数群众，
最大限度地压缩“三股势力”在南疆农村的生存空间，从而
为新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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