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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热点】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效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与有效路径 ∗
万雪芬
摘

要：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 一肩挑” 制度是新阶段加强党对农村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有助于重塑基层党

组织权威，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实践中，群众对“ 一肩挑” 干部产生方式有疑虑，适合“ 一肩挑” 要求的人才较
为缺乏，“ 一肩挑” 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影响，对“ 一肩挑” 干部的监督不力等现实因素制约着“ 一肩挑” 制度效能的
进一步发挥。 应构建与“ 一肩挑” 制度相适应的选举制度、权力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制度、监督制约机制、激励保障
机制，使“ 一肩挑” 制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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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肩挑” 制度作为加强党对
农村基层的坚强领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的有力举措逐步得到推广。 ２０２０ 年，全国大多数省
份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全面推行这一制度。 在此
基础上，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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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提出：“ 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行村党组织书
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因地制宜、不
搞‘ 一刀切’ 。 与换届同步选优配强村务监督委员
会成员。” ① 然而，实践过程中，一些现实因素制约着
“ 一肩挑” 制度的效能发挥。 深入探究这些制约因
素并提出破解之策，对于更好地发挥“ 一肩挑” 制度
的优势、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夯实党的执
政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缘起
“ 一肩挑” 制度的实践探索经历了初步尝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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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委” 矛盾开始显现。 特别是随着村民自治的蓬
勃开展，不少村 “ 两委” 关系呈紧张趋势， 化解 “ 两
委” 矛盾成为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 １９８８

年，湖北谷城冷集镇 １３ 个村进行“ 一肩挑” 制度的

初步尝试，山东威海、广东顺德等地也借鉴国企等领
域的党政关系模式，探索实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

会主任“ 一肩挑” ，形成了村党组织书记竞选村委会
主任或者将村委会主任培养为村党组织书记的具体
做法。 就学界而言，专家学者对“ 一肩挑” 制度持有
不同的看法。 党国英等学者认为，“ 一肩挑” 可以解
决“ 两委” 矛盾，有利于改善党对乡村社会的领导，
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发展。 ② 白钢等人却认为，
“ 一肩挑” 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回归，容易导致党政
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不仅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还
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推进。 ③ 徐增阳、任宝玉认为，“ 一
肩挑” 对于解决个人间冲突是有效的，但对于解决
组织间和权力间冲突作用有限。 ④

确倡导和全面推行三个阶段。 村“ 两委” 关系紧张
是“ 一肩挑” 制度产生的 直 接 原 因。 改 革 开 放 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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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倡把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规定程序推
选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文件出台后，“ 一肩

“ 做工作” 的方式进行委婉劝阻。 如此一来，不少有
意向参选的村民就会出于各种顾虑而主动弃选，这

挑” 制度的推行力度逐渐加大，学者们对“ 一肩挑”

使得村委会主任选举的竞争性大大降低。 有村民认

制度持认可态度的占据了主流。 董江爱认为，“ 一

为，村委会主任选举就是过个场，既然书记主任要

肩挑” 有利于把农村精英能人吸引到党组织中来，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⑤ 陈涛、吴思红指出，村支书和
村主任的角色定位基本一样，实行“ 一肩挑” 不仅可
以降低开支，而且可以减少村干部间的摩擦。 ⑥ 陈军
亚也指出，“ 一肩挑” 可以避免内耗，强化责任意识，
确保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实施。 ⑦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侧重于分析“ 一肩挑” 制度
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提出解决对
策。 程同顺、史猛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推进

“ 一肩挑” ，那选不选也没有什么区别。 在缺少来自
法律层面支持的情况下，如果长期仅仅依靠这样的
策略手段选举“ 一肩挑” 干部，很容易透支和损害群
众对党的信任。 如果选出来的“ 一肩挑” 干部本身
素质不过硬，群众就会对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并在
实际生活中产生抵触情绪，这势必影响“ 一肩挑” 制
度的效能发挥。

２．适合“ 一肩挑” 要求的人才较为缺乏

村级组织是最基层的政治组织、自治单位和经

“ 一肩挑” 需要完善村级组织选举办法、借助于中央

济单位，其作为基层最小单元的特性决定了村级事

稳。 ⑧ 姚锐敏认为，全面推行“ 一肩挑” 会助长乡村

都需要书记与主任通力配合才能顺利推进，一体化

权威重塑村民认知、建立利益补偿机制保障选举平
治理体系中的绝对权力，因此，要健全相应的权力监
督制约体系。 ⑨

务琐碎而复杂，很难进行清晰的职责划分，许多工作
治理更符合基层运行规律。 “ 一肩挑” 干部同时担
任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负责人，权力相对集中，责任

学者们对“ 一肩挑” 制度的多角度探讨具有重

也更重，能力素质上的要求必然更高。 可以说，“ 一

要价值，也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思路借

肩挑” 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能人模式或贤人模

鉴。 但是，我们要看到，“ 一肩挑” 制度在干部选举、

式。 但是，对“ 一肩挑” 干部的高素质要求与当前农

行权、监督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特点，这必然对乡村治

村人才外流的现实之间存在张力。 长期以来，农村

理结构带来巨大变化。 如何结合这些新特点、新变
化，形成一套与“ 一肩挑” 制度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精英不断拥入城市，缺少好的“ 带头人” “ 接班人” 成
为当前一些较为落后的农村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

并实现与原有制度更有效衔接，这方面的研究还需

题。 另外，农村干部的待遇不高使得农村基层很难

加强。 因此，本文在充分肯定“ 一肩挑” 制度的基础

留住人才。 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上，重点分析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所面临
的制约因素，探索“ 一肩挑” 制度与现有体制更好衔
接以及“ 一肩挑” 制度运行更加顺畅的路径。
二、当前“ 一肩挑” 制度效能发挥面临的制约因素
从全国范围来看，“ 一肩挑” 制度实施以来，已

的情况下， “ 一肩挑” 干部 的 责 任 更 大、 任 务 更 重。
由于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动，有些地方的“ 一肩挑” 干
部能力堪忧，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制约了“ 一
肩挑” 制度的效能发挥。

３．对“ 一肩挑” 干部的监督不力

“ 一肩挑” 制度在减少“ 两委” 矛盾的同时，也改

经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成效。 但是，该制度在推进过

变了原有书记、主任互相制衡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起

程中也遇到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其治理效能的进

到权力聚集的作用。 实行“ 一肩挑” 制度后，“ 一肩

一步发挥。

挑” 干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村庄的政治、经济等方

１．群众对“ 一肩挑” 干部产生方式有疑虑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

规定，只要满足年龄、村籍和拥有政治权利的要求，

面控制权和话语权，甚至“ 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大
小事务由其说了算” ⑩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强
有力的监督制约，权力就有可能产生异化，从而导致

村民即可报名参选村委会主任。 然而，在实践操作

一些“ 一肩挑” 干部独断专横、以权谋私。 一旦出现

中，一些乡镇街道往往会策略性地限制非党员村民

这些情况，“ 一肩挑” 的制度设计就归于失败，制度

参选这一职务，如对想要参选村委会主任的非党员

不可能发挥应有的效能。 目前，村级监督体系主要

村民，某些地方通常会设置一些限制条件或者通过

包括党组织内部监督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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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从实际情况看，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

人标准。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发展带头人、新

一些村纪检工作的分工并不明确。 调研发现，有些

 为指导，突出

风示范人、和谐引领人、群众贴心人” 

村干部不太愿意承担纪检工作，他们觉得做这块工

政治标准和战斗力标准，多维度考察人选的能力和

作容易得罪人。 另一方面，村监委形同虚设。 有的

品质。 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村党组织书记不想被监督，想方设法安排自己人作
为监委人选。 有的村监委会主任责任心不强或出于
老好人思想，对村“ 两委” 干部的一些违规操作采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态度。 另外，有的村监委成

《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等法律法规
关于村委会候选人的要求，选配政治坚定、能力突
出、办事公道、廉洁担当、甘于奉献的党员担任“ 一
肩挑” 干部。 三是严格规范选举程序。 在选举过程

员自身监督意识不强，专业知识缺乏，没有能力对基

中，既要强化上级党组织的主导权，又要充分保障村

层干部特别是“ 一肩挑” 干部进行有效监督。 总之，

民的民主权利。 要坚持依法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兼

监督乏力使得“ 一肩挑” 干部不能很好地利用手中
的权力为村民服务。

４．“ 一肩挑” 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影响

在“ 一肩挑” 制度下，村党组织书记通过兼任村

委会主任对村委会进行直接而有效的领导，村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自然地融入村民自治实际运行中，从
而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但是，实行“ 一肩挑”
制度后，村干部的任务明显加重，工作难度加大。 目
前，村里事务繁杂，工作涉及党建、民生、经济、综治

。

任村主任“ 必须经过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选举” 

建议将“ 一肩挑” 干部的具体选举程序写入《 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从而更好地体现法
治保障作用。 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 一刀

切” 。 对因人才缺乏确无合适人选等原因而不具备
推行“ 一肩挑” 制度的村庄， 仍然保留村党组 织 书
记、村委会主任分任制度。

２．健全与“ 一肩挑” 相匹配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是规范 村 级 组 织 运 行 机 制。 为 适 应 “ 一 肩

等方方面面，村干部疲于应付。 特别是推行“ 一肩

挑” 制度，农村基层需要形成以村党组织决策权为

挑” 制度后，“ 一肩挑” 干部兼顾各方面工作，由于精

核心，村民代表会议议定权、村委会执行权、群众监

力有限，工作中难免顾此失彼。 与工作量加大形成

督权有机统一的村级组织运行机制。 二是合理确定

鲜明对比的是，“ 一肩挑” 干部收入待遇虽然比以前

村级班子的人员配置和职责边界。 明确“ 一肩挑”

略有增加，但是与工作强度存在明显不对称。 与此

干部的职责是统筹村全面工作，督促村级班子成员

同时，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 一肩挑”

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但不直接经手工程项目和资金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此外，实行“ 一
肩挑” 制度后，基层干部还经常面临行政化与自治

款项。 可以图表形式绘制村级权力行使“ 路线图” ，
引导村干部按图行权、规范用权。 科学设置村“ 两

性双重角色矛盾所带来的“ 对上” 与“ 对下” 的协调

委” 班子职数，普遍设置党组织副书记、村委会副主

难题，直面乡镇街道和村民的双重压力，容易陷入左

任。 对规模较大的村，还可以探索设村常务副主任。

右为难的困境。 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一肩挑”

对矛盾较多、情况复杂的重点村、薄弱村，根据需要

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三、促进“ 一肩挑” 制度效能发挥的路径选择

“ 配对式” 选派优秀机关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探索形
成双首长治理新模式，第一书记管方向、管大事以及
上级部署的重大任务，“ 一肩挑” 干部管具体落实以

针对制约“ 一肩挑” 制度效能发挥的现实因素，

及村实际事务，二者既相互制约又通力合作，协力推

需要通过构建一套与“ 一肩挑” 制度相适应的制度

动村庄健康发展。 三是规范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程

机制，化解不利因素，使这一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

序。 加强建章立制工作，强调村级重大事项都应在

治理效能。

村党组织领导下，严格按照“ 四议两公开” 程序决策

１．优化“ 一肩挑” 干部选举制度

一是强化上级党委对“ 一肩挑” 候选人的把关

与监督。 严格规范任职条件，实行初步人选和候选
人县乡两轮联审，从制度上强化县乡党委在人选推
荐、考察审查方面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二是明确选
１８

实施。 规范议事和执行程序，凡是涉及“ 三重一大”

“ 一事一议” 的事项，要经过组团联村干部“ 核议” ，
再提交村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决议。 加大村务
公开力度，确保“ 公共权力运用、公共资源分配、工
 以及其他关系村庄发

程项目建设、强农惠农政策” 

村级组织负责人“ 一肩挑” 制度效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与有效路径

展和村民普遍关心的事务都能进入村务公开范围。

现问题线索。 因地制宜制定村级小微权力监督制

继续推动数字赋能议事决策，利用钉钉等平台打造
“ 网上议事 厅” ， 探 索 “ 互 联 网 ＋ ” 农 村 社 会 治 理 新

度，加强对村级重大决策、集体资产资源处置、村级

３．健全符合“ 一肩挑” 要求的人才队伍培养制度

挑” 干部定期报告村务财务制度，形成实质上的制

模式。

项目建设等小微权力的监督，突出监督要点，为村务
监督委员会规范履职打好基础。 同时，实行“ 一肩

一是拓宽“ 一肩挑” 干部的来源渠道。 要利用

约关系。 村务监督委员会每年向村民会议或者村民

当前农村环境持续优化、经济不断发展的良好时机，

代表大会报告村务监督情况，由村民代表对村监委

积极搭建各类人才引进平台，吸引年轻人回流。 加

监督效果进行评价。 三是拓展数智监督路径。 以数

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实行发展党
员全程纪实制、积分考察制。 全面排摸在外乡贤、农
村致富能手、“ 两新” 组织带头人、返乡大学生、村医
村教、退役军人情况，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
党，引导非党员村副主任、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等
向党组织靠拢， 为 “ 一肩挑” 干部梯队建设打 好 基

字化手段加强村务公开，扩大群众监督。 采取 ＡＰＰ

平台、村信息二维码、微信公众号、钉钉群等多种渠
道，推 动 村 级 重 点 事 项、 明 细 账 目 线 上 公 开， 形 成
“ 村务公开、意见收集、分析研判、督办反馈、群众评
价” 的全流程。 比如，杭州萧山区“ 码上督” 平台梳
理村级工程、农民建房等十项村级核心事项，村民可

础。 二是抓实后备干部储备培养。 重视源头培养、

以在线上对权力运行进行实时、有效的监督。 四是

跟踪培养、全程培养，制订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每村

健全评议和责任追究机制。 村民参与乡村事务是强

必须储备 ２—３ 名有能力、有意愿、有群众认可度的

化监督的有效途径。 用好村务听证、民情恳谈等载

青年人才组成“ 一肩挑” 主职干部后备力量。 让后

体，重大事项广泛听取村民代表意见。 明确村“ 一

备干部在村书记助理、团干部、村务协理员等岗位上

肩挑” 主职干部每年向乡镇党委和党员大会、村民

承担民情走访、综治维稳、纠纷调解、环境整治等村

代表大会述职述廉，接受测评评议。 建立村干部履

务管理任务，在实践中考验和历练他们的能力并培

职清单、负面清单，明确“ 一肩挑” 干部触碰竞选时

养服务意识。 建立后备干部定期列席村“ 两委” 会

书面承诺的负面情形或负面清单时，同时免去党支

议制度，使他们能够更全面地熟悉村级事务和决策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

流程，不断提升管理服务能力。 三是实行“ 一肩挑”
干部精准培训锻炼制度。 坚持“ 实际、实用、实效”

５．完善“ 一肩挑” 干部的激励保障机制

一是提高薪酬待遇。 根据“ 一肩挑” 制度实施

原则，通过党校理论培训、现场教学、书记比武等多

后干部岗位、职责、任务的变化，按照报酬水平与承

种方式进行业务培训和实践提升，引导“ 一肩挑” 干

担职责相匹配的原则，在严格落实村干部绩效考核

部熟悉业务、开阔眼界、提升能力。

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 一肩挑” 干部报酬，适当拉

４．完善“ 一肩挑” 干部的监督机制

大“ 一肩挑” 主职干部与其他村干部的收入 差 距。

一是加强上级党委政府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指

提高“ 一肩挑” 干部年终考核奖在收入中的比例，树

出：“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铁

立实绩标准的鲜明导向，从而健全责权利相一致、绩

 充分发挥上级党委政府的监督作用，落实村

律。” 

主职干部县级备案管理，全面推行主职干部个人重

奖惩相统一的薪酬保障机制。 二是加大政治激励力
度。 积极推荐政治素质好、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优秀

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强村主职干部任期审计。 深化

“ 一肩挑” 干部作为“ 两代表一委员” 人选。 在“ 千名

党委对村务监督的领导责任，定期对村级班子运行、

肩挑” 干部作适当倾斜。 上级要多关心关爱“ 一肩

“ 巡乡带村” ，推动巡察工作向基层延伸。 明确乡镇

好支书” “ 万名好党员” 等先进荣誉评选中，要向“ 一

制度执行、民主管理、干部能力、工作推进等情况进

挑” 干部并加强思想引导，形成“ 高看一眼、厚爱三

行专项分析研判。 二是做实村务监督委员会。 村务

分” 的良好格局。 提高优秀“ 一肩挑” 干部在考录乡

监督委员会是村级 “ 权 力 监 督 的 重 要 主 体 和 看 门
 ，要优先选择有能力、有热情的村民进入村务

人” 

监督委员会。 每月由乡镇（ 街道） 纪（ 工） 委牵头召
开村务监督例会，定期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及时发

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中的比例，建立常态化面
向优秀“ 一肩挑” 干部选拔乡镇（ 街道） 领导干部制
度，打破晋升“ 天花板” ，让这些优秀的“ 头雁” 有发
展前景。 三是落实减负保障制度。 严格执行村级工
１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作事项准入制度，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乡镇（ 街道）
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能转嫁给村，精简规范各

注释

度，明确条线会议一般不要求“ 一肩挑” 干部参加，

意见》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２ 页。 ②党国英：《 “ 两委合一” 是

类台账和报表。 比如， 杭州实 行 镇 街 “ 无 会 日” 制
确保他们能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服务、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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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 中国改革》 ２００１ 年第 ９ 期。 ③白钢：《 走出

解决“ 两委” 关系失衡问题的理论误区》 ，《 中国民政》 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

期。 ④徐增阳、任宝玉：《 “ 一肩挑” 真能解决“ 两委” 冲突吗———村支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
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 一肩
挑” 制度正是新阶段加强党在农村全面领导的新模
式，顺应了乡村协同性治理对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
“ 一肩挑” 制度的全面推行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

实践价值，实际上就是要确立统一的乡村治理权威，
构建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机制。 当然，我
们也应当注意到，“ 一肩挑” 作为一项创新性制度，
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需要破解的难题。 我们要
结合“ 一肩挑” 新特点和“ 一肩挑” 后乡村治理新格
局系统谋划，逐渐形成一套与“ 一肩挑” 相匹配的选
举产生、权力运行、人才培养、监督激励制度，并实现
与原有体制更好地衔接。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出“ 一肩挑” 的制度效能和优势，不断完善党建领导
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和乡村治

部与村委会冲突的三种类型及解决思路》 ，《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期。 ⑤董江爱： 《 “ 两 票 制” 、 “ 两 推 一 选” 与 “ 一 肩 挑” 的 创 新
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的机制 创新》 ， 《 社会主义研
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⑥陈涛、吴思红：《 村支书与村主任冲突实质：村
庄派系斗争———兼论支书主任“ 一肩挑” 的意义》 ，《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⑦陈军亚：《 农村基层组织“ 一肩挑” 的制度优势与
现实障碍》 ，《 人民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 ⑧程同顺、史猛：《 推进村

级组织负责人“ 一肩挑” 的条件与挑战———基于 Ｓ 镇的实地调研》 ，
《 南开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⑨姚锐敏：《 全面推
行村“ 两委” 负责人“ 一肩挑” 面临的潜在风险及其防范》 ，《 中州学
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⑩李永彩：《 从“ 问题村官” 看村级民主的困境
与出路》 ，《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习近平：《 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３８—４３９ 页。 
徐勇：《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

三联书店，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８０ 页。 
许亚敏：《 村级组织负责人党政“ 一


肩挑” 的制度优势、执行困难与机制创新》 ，《 社会建设》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１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１８

页。 
吴思红、陈琳：《 试论村“ 两委” 书记主任“ 一肩挑” 的权力监

督》 ，《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责任编辑：文

武

理现代化的进程。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 ｔａｓｋ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ｎ Ｘｕｅｆ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ｖ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ｗｏｒｋ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ｃａｄｒｅ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
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