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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宝丰县创新考核机
制，探索实行‘比拼四季、决胜全年’工
作大比拼擂台赛，在全县上下营造了
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通过四次擂
台赛的举办，干部的精神面貌更好、作
风更实、工作成效也更为突出，促进了
全县各项工作的大发展。”宝丰县委书
记张庆一说。

市委书记周斌出席工作大比拼擂
台赛总决赛，对该县的这种做法给予了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要求有关部门
在全市介绍推广这种好方法，把全市党
员干部的士气鼓起来、劲头提起来，以
硬作风打硬仗，为各项工作晋位次争上
游走前列、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贡献力量。

“相马”变“赛马”，实绩论英雄
工作干得好不好，每年的年度目

标考核必不可少。“传统的考核方式
大而全，标准弹性大、过程不公开，考
核结果群众认可度不高。”宝丰县政
府目标办主任张中琦说，如何才能让
目标考核真正发挥作用，通过考核激
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主动性和集
体荣誉感，让干部作风更加扎实，有效
推动工作开展，这是该县一直努力破
解的难题。

为此，该县积极探索“比拼四季、决
胜全年”工作大比拼擂台赛，变“一考定
全年”为“四季全比拼”，突出了工作重
点，强化了过程管理，引入实地观摩、现
场演说、电视直播、当场亮分、现场颁奖
等新的擂台比拼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张中琦介绍说，擂台赛每季度举行
一次，将全县 13 个乡（镇、林站）、承担
经济社会发展职能的36家县有关单位
和承担服务保障职能的25家县直单位
分为3个组别，年终进行总决赛。

擂台赛分为实地考核、现场观摩、
电视演说三部分，以百分制计分。其
中，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
考核评价指标占 70 分，特色和亮点工
作汇报演说占30分。实地考核和现场
观摩由县领导带队，县纪委、组织部、目
标办、两办督查室、统计局和相关责任
单位组成考核组，对各乡镇和参赛单位
的重点工作、特色和亮点工作季度完成
情况进行实地考核、观摩，汇总考核分
数，对3个组别分别进行排名。汇报演
说环节通过现场电视直播方式进行，参
赛单位负责人利用PPT课件，围绕特色
和亮点工作，进行不超过5分钟的汇报
演说，由市有关部门领导、县四大班子
成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原县级老干
部代表和部分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代表
等组成评审组，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
果。每次季度擂台赛举行后，对获得
金、银、铜奖的乡镇及单位，在全县范围
内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不同金额的奖
励。年度总决赛对获得金、银、铜奖的
乡镇，分别奖励 100 万元、70 万元和 40
万元，承担经济社会发展职能的单位，

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承
担服务保障职能的单位，分别奖励20万
元、10万元和5万元。

“擂台赛实行重奖严罚，其目的就
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加压学习和提升自
己的良好机会。通过晒出实绩，比出差
距，激发干劲。”宝丰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李捍卫介绍说，对擂台赛中获奖的
乡（镇、林站）、单位和个人，除给予现金
重奖外，擂台赛结果还将作为提拔使用
干部的重要依据。对排名靠后的乡

（镇、林站）和单位，采取通报批评、约谈
主要负责人、诫勉谈话等处罚措施，甚
至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组织调整。

实地观摩、现场演说、电视直播、当
场亮分、现场颁奖、重奖严罚等全新的
比拼方式，让习惯于传统考核方式的各
乡镇、职能单位的负责人备感压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别看
台上演说只有短短的5分钟，功夫可全
在会场外。”获得擂台赛总决赛经济发
展组银奖的宝丰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
义辉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在台上言之有
物，得到大家的认可，靠的是平时的努
力工作和实实在在的成绩。

激发主动性，作风更扎实
2017年4月16日，宝丰县首季工作

大比拼擂台赛开赛。由市有关部门领
导、县四大班子领导、县有关单位（乡、
镇、林站）负责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代表等组成了规

模庞大的评审团现场评判，宝丰电视台
全程直播。

真抓实干、工作扎实者，从容自信，
侃侃而谈；作风不实、成绩平平者，心虚
紧张，言之无物。一场比拼下来，深深
触动了每一位参赛者。

擂台赛不仅比干劲、比精气神，更
是比工作作风、比工作成绩。为了能够
在工作大比拼擂台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各乡镇、各单位也在明争暗赛。

张义辉介绍说，借助全县“比拼四
季、决胜全年”工作大比拼擂台赛，全县
国土资源系统内部也开展了自己的“擂
台赛”。大家在产生紧迫感的同时也有
了被认知的成就感，无形中形成一种你
追我赶、创先争优的良好工作局面，使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2017 年，石桥镇的擂台赛之路是
一条不断进步、不断超越的上升之路。
从第七名、第四名直至拿到年度银奖，
每一步都包含着全体干群的辛勤努
力。”谈起一年来参加四次擂台赛的感
受，石桥镇党委书记姬军锋感慨万千。

“第三季度擂台赛，我镇再次以一
分之差无缘前三。当晚，镇班子成员召
开专题会议深刻研究剖析存在的问
题。随后全镇28个行政村党支部以及
机关党支部陆续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通
报擂台赛情况并安排部署四季度冲刺
事宜。”姬军锋说，全镇党员干部以及广
大群众树立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冲
刺四季度，决胜擂台赛”。四季度，我们

3 天完成了沙疙瘩村 37 户群众搬迁工
作，5 天完成了县农科所的租地工作，
两周内完成了省道焦桐线的定界、放
线、附属物清点工作，四周时间完成了
石桥村棚改项目 470 余户的群众房屋
入户丈量登记工作，没有一起加盖和突
建现象……

“从开始获得金奖的沾沾自喜，到后
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获奖让我们
更加注意审视自己的工作，查找不足，促
使工作更加扎实，更有成效。”这是获得
总决赛经济发展组金奖的县发改委主任
毕志伟四次擂台赛的心路变化。

“工作干得好，有奖、有赞、有面子；
工作干不好，丢脸、丢丑，甚至要丢位
子。只有努力工作，干出成绩，别的毫
无选择！”毕志伟坦言，通过擂台赛，比
出了压力，更比出了动力，比出了干部
作风转变和工作落实。

在四次擂台赛中获得一金、两银、
一铜的商酒务镇党委书记庞旭辉深有
感触地说，这种创新考核方式，转变了
干部和机关工作作风，激发了全县上下
工作的积极性。同级同台演讲，相互交
流沟通，相互学习，找准差距，理清了工
作思路。通过用事实说话，促进了全县
各项工作的快速推进和完成，对后进单
位也是有力鞭策。

“擂台赛的多次举办，强化了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提升了广
大党员干部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谋事
干事劲头，使广大党员干部在脱贫攻

坚、城市征迁、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
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实际行动，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宝丰县县长许红兵说，该
县县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优良作风
层层带动各级党员干部转作风改作风，
进一步推动了工作作风转变和工作方
法改进。进一步完善、规范了县、乡两
级机关各单位权责清单，改进服务方
式，加强社会监督。通过拓宽行风监督
评议渠道，广泛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建
议。积极开展机关满意度测评，测评结
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年终考评领导班
子的重要依据。

许红兵表示，擂台赛的举办，给全
县广大干部提供了一个加压学习和提
升自己的良好机会。通过同台比拼，让
那些真抓实干、成绩突出的干部一展身
手，激励那些成绩平平、脸红冒汗的同
志奋起直追，在你追我赶中学习经验、
补齐短板，有效促进了广大干部作风转
变和能力提升。

对此，市委书记周斌在出席总决赛
时的讲话中指出，目前全市正在开展干
部作风大整顿工作，宝丰县工作大比拼
擂台赛让党员干部通过擂台赛亮工作、
晒成绩，接受全县人民的评判，是一种
有效推进工作的好形式，也是开展作风
大整顿的一个好平台。

创新铸品牌，推动大发展
“2017 年，周庄镇深入贯彻落实县

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实施‘基层党
建提升年’‘项目建设推进年’‘农业产
业发展年’为抓手，开展‘重点项目大会
战’‘重点项目攻坚战’‘奋力冲刺二十
天、决胜脱贫攻坚战’等活动，全镇上下
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干事创业氛
围，成效显著，亮点突出。”1 月 20 日，
在宝丰县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比拼四
季、决胜全年”工作大比拼擂台赛年度
总决赛现场，参加汇报演说的周庄镇党
委书记马蒙从容淡定。

在当天的总决赛现场，记者看到，
面对评审团、现场观众和摄像机镜头，
参加演说的各乡镇、各单位负责人精
神抖擞、举止大方、思路清晰，结合
PPT 脱稿演说，说工作、讲成绩、谈打
算、谋发展……经过几次擂台赛的历
练，现场汇报演说的各参赛单位负责
人精气神十足，晒出了工作业绩，展示
了自己的风采。

参赛时的从容淡定，源自平日扎扎
实实的作风、兢兢业业的工作、实实在
在的成绩。

“调控经济运行，‘保先争位’顺利
完成。项目建设持续全市领跑。通过
创新改革发展，特色工作成效显著，公
车改革经验全国推广，易地扶贫搬迁全
省先进，‘双替代’工作圆满完成……”
在总决赛的擂台上，晒出一年的“成绩
单”，毕志伟信心满满。

“去年，我镇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2.15 亿元，同比增长 12.6%；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17.2亿元，同比增长50.1%；规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1.8亿元，同比增长
13.7%；招商引资完成29.6亿元，占全年
任务的196%；税收1619万元,占全年任
务的 193%。”马蒙深有感触地说，这样
的擂台赛晒出了实绩，比出了差距，激
发了干劲，转变了工作作风，带动了工
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对推动整体
工作很有成效。

“通过几次擂台赛的举办，大家更
有信心，工作也更有章法。目前，擂台
赛已经成为宝丰的一大‘品牌’。”张中
琦介绍说，通过持续深入开展“比拼四
季、决胜全年”工作大比拼擂台赛活动，
各乡镇、各部门在工作中大胆创新，抓
特色，抓亮点，形成“一部门一品牌、一
单位一特色”的格局。活动开展以来，
各乡镇和县有关单位按照擂台赛活动
要求，立足实干，比学赶超，取得了一系

列“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的显著成
绩，赛出了工作实效，展现了精神风貌，
全县上下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有
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乡镇、各单位你追我赶，携手并
进，促进了全县各项工作的大发展：全
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94.5 亿元，增长
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3.8%，重
返10亿元俱乐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完成 123亿元，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282.6亿元，增长13%。主要经济指
标总量和增速均位居全市前列。省、市
重点项目分别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
166.6%和171.8%，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
工作、省重点项目数和投资额均居全市
第一位。全年谋划PPP项目46个，总投
资569亿元。其中，纳入省项目库35个，
投资额415亿元，入库项目数和投资额
均居全省各县（市、区）第一位。全县金
融贷款余额净增 22.78 亿元，是全市其
他9县区之和的两倍，存贷款增量、增幅
均居全市之首。

擂台赛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为全
县可持续发展赢得了新荣誉、再添了新
动能。去年宝丰县通过国家园林县城
复验、国家卫生县城复验、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复验，获得国家级说唱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国汝瓷之都、中
国长寿之乡、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
单位等称号，此外，还是省党员干部现
代远程教育工作先进县、书法之乡。纳
入了国家第一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试点县、全国第一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
范县、2017中国最具投资价值旅游示范
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县，全省旅游标准化试点县、省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擂台赛的成功举办，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河北省盐
山县、我省郑州市上街区以及我市的舞
钢、郏县、叶县、高新区、卫东区等县

（市、区）先后到宝丰学习擂台赛经验和
做法。

“新的一年，我们全体住建人将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凝心聚力、务实重
干。”获得总决赛银奖的县住建局局长
陈晓明说，该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的
要求，重点做好市政道路、园林绿化、重
点民生工程、城乡亮化和政策性资金申
请等工作，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今年一季度，全县计划新开工千
万元以上项目 33 个，总投资 82.5 亿
元。”毕志伟说，该县在项目建设上早谋
划、早动手、早启动，初步安排重点项目
110个，总投资623.3亿元，其中，市重点
项目 35 个，总投资 355.6 亿元，省重点
项目 14个，总投资 227.4亿元。省重点
项目数量、总投资金额在全市各县（市、
区）中遥遥领先。

“2018年新起点、新要求，商酒务镇
将以总投资近50亿元的工农、交通、文
化项目为支撑，为‘四个宝丰’建设作出
商酒务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庞旭辉说。

…………
“通过擂台赛的举办，干部的精神

面貌更好、作风更实、工作成效也更为
突出。”张庆一说，擂台赛将以往一年一
次的被动目标考核，变为一年四次的主
动工作竞赛，抓住了关键节点，实现了
良好的“过程管理”。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要有
新作为。我们将按照市委书记周斌出
席总决赛时提出的要求，认真总结经
验，进一步巩固提升，把擂台赛的形式
做得更加科学、内容做得更加扎实，持
续健康开展下去。”许红兵表示，将继续
举办好工作大比拼擂台赛，进一步提升
士气，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硬作风汇
聚强大正能量，为全市晋位次争上游走
前列，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作出
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巫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宝丰县提供

提振精神勇担当 改进作风促发展

宝丰县：工作大比拼擂台赛汇聚跨越发展新动能

电视直播晒实绩，擂台比拼找差距。1月20日，一场声势浩大的擂台赛在宝丰县广播
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登台“打擂”的选手是来自该县各乡（镇、林站）和职能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比拼的是各单位一年来对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
标的完成情况。

评审团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现场颁奖，获奖单位不仅赢得了奖杯和掌声，最高还
可得到百万元奖励，单位负责人在干部提拔、评先选优方面也将会被优先考虑；而连续多次
倒数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不仅在全县群众面前丢了面子，更可能会丢掉位子。

对于宝丰县的这种做法，省长陈润儿专门作出批示：宝丰县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
务实重干，敢于担当，这种形式很好，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勇于、善于接受组织的评判和人
民的监督。

市委书记周斌（左二）出席总决赛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选手风采

总决赛现场
县委书记张庆一（前排左一）、县长许红兵（前排左二）等参加第二季擂台赛

并担任评委。 刘亚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