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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热点】

新时代村级党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
殷焕举
摘

要：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

础。 村级党组织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政治保证，直接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效与质量。 新时代要振兴村
级党组织，就必须打牢其组织基础、巩固其思想基础、厚植其社会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 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
促进，共同构成新时代推进村级党组织振兴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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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民族要复兴，乡村

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

振兴。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抓

头路’ ” ② 。 历史已经证明，党的力量来源于党的各

必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党建促乡村振兴。” ① 这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村级党组织
既是党的纵向组织体系的“ 神经末梢” ，又是村庄横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最后一公里’ ，不能出‘ 断
级组织。 组织基础牢固，党的力量就强大；组织“ 宽
松软” ，党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因此，健全的组织实
体网络、优良的组织队伍和健全的组织制度是村级

向治理网络中村级组织体系的领导核心，其振兴与

党组织振兴的基础性前提。 村级党组织居于乡村一

否直接关系到农村党的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效

隅，同样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章程和组织规范，保持中

与质量。 当前，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国共产党特有的组织严整特性。 只有通过加强基本

的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

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

问题，村级党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自身

设，不断提升村党支部标准化水平，才能克服组织体

建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完成历史重任。 有鉴于此，
本文立足于时代要求和村级党组织在村庄场域中的
现实定位，从打牢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基础、巩固村级
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厚植村级党组织的社会基础、扩

系自上而下组织力量 和 政 治 信 任 差 序 递 减 的 “ 定
律” ，使党的全面领导得以在村庄落实落地。

１．实施“ 有效覆盖” 工程以密织组织网络

村级党组织的具体设置及其活动方式是由党在

大村级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四个方面作出阐述，探讨

乡村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能否根据乡

村级党组织振兴的有效路径。

村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和党的组织要求科学合理地确

一、打牢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基础是推进
村级党组织振兴的基本前提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定组织形式，关系到村级党组织能否成为有凝聚力
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 目前，行政村领域的党组
织覆盖成效显著，但传统划一的组织形式可能难以
适应村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复杂的任务形势，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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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时代组织工作的全面展开。 因此，村级党组织

理教育办法，提高管理、教育和监督党员的内容质量

在做到“ 有形覆盖” 的同时，有必要适时调整组织形

和实际效果，让每一位党员都不掉队。

式，增强组织网络的影响力。 一是全面覆盖，规范建
设。 重点加强乡村新兴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空白

３．健全组织制度以保障组织运行高效

在健全组织网络和组织队伍的同时，切不可忽

领域的党组织设置与管理，理清各类村级党组织之

视制度的根本性和全局性意义。 只有充分发挥制度

间及其与上级党组织或党委的隶属和权责关系，促

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才能保障村级党组织良性高效

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 二是因地

运行。 发挥制度监督和激励对村级党组织的双重作

制宜，提高效率。 针对不同村庄建设状况和发展进

用。 一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村级党组织必须服从

程，按照便于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党员参加活动的

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组织内部由村党支部书

原则，尝试重新组合或新设网格党支部、联合党支

记任第一责任人，以村“ 两委会” 联席会议为主阵地

部、功能党支部、行动党支部、异地党组织等组织新

落实集体 领 导 和 分 工 负 责 制， 以 党 员 大 会 和 村 民

样态。 三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以乡村主要任务
和村党组织主要问题为依据开展党组织城乡结对共

（ 代表） 大会为民主基础实施政治领导，保证班子团
结和党员群众主体意识。 二是发挥制度监督的作

建、村企共建、村校共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重点任

用。 推动巡视督察向村级党组织全面延伸，健全村

务开展党员共育、活动共联、资源共享、治理共治，不

党支部书记县级备案管理和资格审查制度，完善村

断推进村庄党组织从“ 有形覆盖” 到“ 有效覆盖” 的

党支部书记“ 一肩挑” 的换届选举办法和程序，建立

提升。

健全对村级党组织人事财务等重大决策的内外部监

２．实施“ 头雁先锋” 工程以增强组织力量

督、党员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具有严明的组织边界，村级

三是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 保证村级党建活动经

党组织结构中的带头人队伍和党员队伍是村民中发

费、村干部报酬补贴的兜底范围，逐步提高村干部的

展起来的最具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力量，负有贯彻落

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水平。 制定与奖惩激励挂钩的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村党组织振兴的责任和

绩效考核办法，培育容错纠错和教育帮扶机制，给予

义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村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物质保障和精神

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

保障。

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③ 。

村级党组

织必须着眼于“ 关键少数” 和“ 绝大多数” ，激发出党
组织中最具能动性的积极力量。 一是实施“ 头雁”

二、巩固村级党组织的思想基础是推进
村级党组织振兴的关键环节

工程，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 通过挖掘本村乡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建党，先进的科学理

人才、吸引返乡人才和社会优秀人才、下派党政机关

论、政治纲领、思想路线、理想信念等政党组织软实

人才等多种途径，拓展选拔村党支部书记的来源和

力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思想武器。 进入新

范围。 与此同时，要优化带头人队伍的年龄和素质

时代，农村基层面临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党的

结构。 开展村级干部人才专项培养计划，重点从党

基层组织既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强化理论武装，进

员队伍和群团组织中培育村党组织后备干部力量。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锻造革命

在选拔、培训、考核等过程中，坚持政治标准和干事

精神和斗争精神以应对机遇和挑战。 村级党组织只

创业能力相统一，既要把好政治关，又要根据村庄发

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保证村级党组织

展现实需要不断提高带头人的综合素质、治理本领

振兴正确的政治站位和方向；只有强化党性意识和

和领导威信。 二是实施先锋工程，争做合格党员。

组织观念，才能实现村党组织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只

有关部门要把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教育作为一项极其

有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从优良传统中汲取精神

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发展党员要严格遵循党章规

力量，才能建构起全体党员投身于村党组织振兴的

定和民主推荐原则，积极吸收村庄先进积极分子进

使命感，奠定村党组织振兴的思想基础。

入党组织。 完善退出机制，畅通不合格党员退出渠
道，净化组织队伍。 根据党员队伍结构分类制定管

１．用科学理论武装村级党组织以保证其科学性

加强理论武装是党组织凝心聚魂的头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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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党组织统一思想、坚定意志、协调行动的一条宝

观点，为村党组织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敢于同

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使各级党组织和

违背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的各种错误观点、歪风邪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

气作斗争。

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
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３．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保证其先进性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在

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 ④ 巩固村级党组织振兴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 两个务必” 的深刻警醒。

思想基础，一是要把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作为重点

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也再次号召全党

任务来抓。 注重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
本方略，重中之重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发挥党抓思想教育的优良传

“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
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⑥ 。 党的优良传统是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优秀

统，把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采

品质、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在巩固脱

用双向互动、情景模拟、就地参观等方式方法，开展

贫攻坚胜利成果和乡村全面振兴展开的背景下，村

理想信念宗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

级党组织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并从中汲取强大

主题党日活动，充实和改造农村党员精神世界。 二

的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是把理论学习同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紧密结合起

一是要继承发扬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 一分部署，

来。 坚持学以致用原则，用科学理论指引村级党组

九分落实。 要坚决扭转村干部消极懈怠的“ 无为”

织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农村党员干部要领会党的

态度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纠正追求短期效益而贻

最新政策理论和文件精神，学会运用科学的领导方

误党的长期事业的短视心理，以实事求是的原则积

法解决村庄实际问题，拓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

极谋划村级党组织建设和农村振兴的发展图景。 二

律文化、农业科技、网络技术、社会治理等知识学习

是继承发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精神。 村级党组织

的广度，确立一条适应村民群众需要和村庄振兴要

负责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培养服务意识和为民

求的科学发展思路，增强村级党组织攻坚克难的信

情怀，在村庄建设、污染防治、抗灾救险等越是困难

心和决心。

的环节，党员干部越要身先士卒，勇于走在群众的前

２．强化党性意识和组织观念以保证其纪律性

面。 三是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村级党组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

织负责人必须摒弃“ 等、靠、要” 的依赖心理和贪图

铁的纪律，坚持“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

享乐的错误观念，加强自我修炼，永葆艰苦朴素和开

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⑤ ，保证组织的集中统一
和队伍的纯洁性。 强化党性意识和组织观念是巩固
村级党组织振兴思想基础的关键环节，这不仅要求

村级党 组 织 坚 定 “ 两 个 维 护” ， 牢 固 树 立 “ 四 个 意
识” ，还要求全体党员服从村党组织领导，维护和执

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肩负起共同完成新时代奋斗目
标的使命。
三、厚植村级党组织的社会基础是推进
村级党组织振兴的重要支撑

行组织纪律。 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 规范村党组织

必须始终坚持村级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

组织生活。 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接受政治体检，增

不断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组织体系和乡村治

强组织生活的政治仪式感，坚决摒除组织生活形式

理格局。 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逻

化、庸俗化和娱乐化倾向。 二是严肃政治纪律。 及

辑，党领导基层治理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最显著的

时遏制两面派、宗族团体、黑恶势力等对村级党组织

特征。 ⑦ 在具体的乡村场域中，村民自治是基本政治

团结统一的破坏，防止资本主义思想、封建糟粕、小

制度安排，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

农思想侵蚀党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严厉整

治的关系，促进村级党组织和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

饬少数村干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不良行径。 三

治协同发展，是基层治理研究与实践的难点，也是村

是树立党员身份意识。 全体党员要明白自己的党员
身份，自觉服从村党组织领导，坚决执行本级党员大
会和上级党委的决议，并且能够合理正确表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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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组织振兴必须予以解答的一个现实问题。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 均明确规定：村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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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领导、支持和保证村民委员会和本村

政策，把各类组织的精英人才紧紧凝聚在党组织周

各种 经 济 组 织、 社 会 组 织、 群 众 组 织 充 分 行 使 职

围，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权。 ⑧ 要推进村级党组织振兴，就必须明确村级党组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正向功能。 三是完

织在村级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健全村级组织体

善合作机制。 建立村级党组织与农村各类组织的对

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厚植社会基础。

话互动平台，及时传递党的声音，沟通基层意见，在

１．坚持村级党组织领导村级决策

坚持村级党组织领导村级决策不等于由村党组

织直接决定各项村务，也并非代替村民自治，而是通
过发挥村党组织利益综合、利益表达和政治社会化
的积极作用，保证村级决策的政治方向，保障村民更

村级党组织领导下扩大组织体系内部以及对外的交
流合作，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形成村级组织体系的
合力。

３．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庄治理格局

乡村社会历来在党的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

好地行使权力，提升村民自治水平，使党的意志主张

略价值和地位，党的领导绝不能在此处弱化甚至缺

通过科学、民主、依法决策转化为村民的意志和自觉

失。 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

行动。 一是遵循科学决策机制。 认真执行以村级党

国社会总体转型过程的影响，农村的传统党建模式

组织提议为首的“ 四议两公开一监督” 决策机制，村

和村庄治理体系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也发生改变。

级党组织要保持对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的高

村级党组织要振兴就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

敏锐度，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及时提出问题议案。

变化，改进领导方式，转变思维方法，构建起村级党

重视支部党员大会讨论这一重要环节，发挥党内民

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村庄善治格局。

主带动乡村民主的作用。 二是丰富民主协商形式。

一是推行“ 三治” 协调发展。 村级党组织要支持保

村级党组织要善于通过村民议事会、村小组议事会、
民主恳谈会、村情听证会、乡贤议事会等多层次民主
协商平台扩大民意代表面，最大限度地保障村民的

障村民的民主权利，既要涵养德治“ 软实力” ，又要

明确法治“ 硬约束” ，用情理法力交错的方法预防和
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农村社会长治久安。 二是

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激发村民政治参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实现智慧党建。 村级党组织

与热情。 三是提高依法决策能力。 在党规国法指导

要学习运用先进技术理念提升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

下进一步明确村级权力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力划分

的水平，利用好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共享经济等

和职责分工，建立村级权力清单和村务决策运行具

信息革命有益成果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

体流程规范，完善村党组织通过村民（ 代表） 大会实

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逐步实现基层治理智能

施对村委会领导的机制。

化。 三是融入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 城乡协调发展

２．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

１９９０ 年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委在山东莱西

是发展大势，乡村治理不应是封闭的内部治理，因
此，村级党组织要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和眼界，积极

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总结出“ 以党

落实乡镇党委等上级党委的整体工作部署，促进人

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 级 组 织 配 套 建 设” 的 重 要 经

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乡村内外合理流动。

验，确立了村党组织领导村级组织的工作局面。 新
时代村庄治理愈发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
鲜明特征，必然需要一个最能代表广大村民利益的

四、扩大村级党组织的群众基础是推进
村级党组织振兴的根本保障

政治组织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把分散独立的多元

村级党组织振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思想认同和

主体有序地组织起来，构建起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

行动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使

振兴的社会支持网络。 一是充实体系内容。 村级党
组织要顺应时代潮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农村

命型政党， “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前 进 的 根 本 动

中兴起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排斥打击非法组

力。 村级党组织处于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直接面

织，建立健全村级党组织对村级群团组织和新型经

对村民群众和村庄事务。 群众路线走好了，村级党

济社会组织的领导体制。 二是引导发挥功能。 村级

组织的领导威信就大大增强，乡村各项事业就兴旺

党组织要引导农村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发达；反之，乡村发展就会遭受挫折。 村级党组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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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固然需要有坚实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

倡导健康奋进的生活方式等途径，推动移风易俗。

础，但最根本的还是离不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大力宣扬村民身边的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乡村社

村级党组织振兴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

会舆论，提振村民的精气神。 三是做好群众思想政

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离开广大乡村群

治工作。 尤其要注意农民工、个体经营户、私营企业

众的拥护支持，村级党组织振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

主等农村阶层的分化状况，善于做各阶层群众的联

本之木。

系工作，乐于倾听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和解答疑难

１．不断增加村民的物质福利

毛泽东指出：“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

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⑨ 坚持群众立场、群众路
线、群众观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着眼于村民对美

困惑，凝聚起各阶层的利益共识，使广大群众自觉向
村级党组织靠拢。

３．不断激发村民的创造伟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

好生活的向往，把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诸多群众实践成为党制定政策和推广政策的源头

的利益问题贯穿于村级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始

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充分激发蕴藏在人

终。 村级党组织首先要把握政策机遇，积极改善民
生。 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支农惠农资金不断向农村倾

 。 这一论述揭示了人民群

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众的创造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要

斜和输入，村级党组织要统筹、引导、协调、整合各种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农民群众主力军的作用。

资源要素在村庄进行有效配置，以村级党组织为主

一是尊重群众的意愿，避免代替村民选择。 村级党

渠道精准投放公共服务，修缮生活生产基础设施，发

组织在具体执行政策或任务时，不是命令式地强制

展村级科教文卫事业，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重点关

群众立即理解掌握或是行动，而是要尊重村民的真

注帮扶村庄困难群众，切实提高村民群众的现实获

实意愿，用合适的方式启发思想觉悟，让群众在实践

得感。 同时，村级党组织要带领群众不断壮大村集

中体悟政策的好坏，并吸收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来改

体经济，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树立“ 围绕经济抓党

进工作。 二是鼓励村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新事

建，抓好党建促振兴” 的政绩观，科学经营管理本村

物。 村级党组织要领导各类组织积极为村民搭建自

土地等重要资源资产，组织领导村民发展特色农产

我发展的平台，激活村民内生活力。 例如，支持村民

品、乡村旅游业、生态产业、文创产业等，增加农民就

开创农产品和闲置物品交换集市，指导村民组建互

地就业。 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村集体资产合作

助小组和志愿队，等等。 村级党组织要在资源、场

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

地、人员和号召方面给予保障。 三是善于总结群众

社，推动先富带后富，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加强

实践经验并及时推广。 村民自身影响力具有一定局

村级党组织与村民的利益联系。

限性，村级党组织就需要把村民中的先进典型经验

２．不断强化村民的思想认同

毛泽东在 《 论 人 民 民 主 专 政》 一 文 中 曾 指 出：

“ 严重的 问 题 是 教 育 农 民。” ⑩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也 强
调：“ 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

综合起来，形成更好的理论或实践方法加以推广，集
中民智民力，使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五、结语

 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增进村民自觉

领。” 

村级党组织振兴是以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统领乡

的思想认同，既是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的

村振兴的重点内容，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

核心指向，也是巩固村级党组织权威的本质要求。

面领导，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要大

一是把握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主旋律。 通过农民夜

力推进村级党组织振兴，首先要明确党和国家在农

校、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网络社交

村的战略布局和总要求，又不可脱离村级党组织自

平台，组织广大村民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社

身在乡村的特殊定位，或是割裂村级党组织与乡村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现实环境和其他主体的内在联系。 其中，打牢组织

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

基础是村党组织振兴的基本前提，主旨在于组织基

地。 二是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村级党组织可以

本硬件要件的健全完善；巩固思想基础是村党组织

通过挖掘村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主法治新风尚、

振兴的关键环节，主旨在于组织意识层面的观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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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精神引领；厚植社会基础是村级党组织振兴的
重要支撑，主旨在于对组织外部力量的吸纳整合；扩
大群众基础是村级党组织振兴的根本保障，主旨在
于对组织权威根本来源的保障。 四个方面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新时代推进村级党组织振兴

月 ３１ 日。 ③《 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扎扎实实把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好》 ，《 人民日报》 （ 海外版）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 ⑤《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⑥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７—８ 页。 ⑦祝灵君：《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

基本逻辑研究》 ，《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⑧《 中国共产党章程》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６ 页。 ⑨《 毛泽

的有力抓手。

东文集》 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４６７ 页。 ⑩《 毛泽东选集》

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４７ 页。 
 习近平：《 胸怀大局把握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 ，《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②④习近平《 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求是网，ｈｔｔｐ： ／ ／

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 ／ ｄｕｋａｎ ／ ｑｓ ／ ２０２０－０７ ／ ３１ ／ ｃ＿１１２６３０５９８８．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 ７

责任编辑：文

武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Ｙｉｎ Ｈｕａｎｊ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ｉｎ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ｓ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
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ｅｒａ；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