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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袁走进位于野食用菌之乡冶四明镇通洋街

东首的千亩日光大棚高效农业园区袁放眼望去袁只见
数百栋蔬菜大棚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烁尧 蔚为壮观曰
大棚内黄瓜青翠欲滴袁西葫芦碧绿喜人袁西红柿挂满

枝丫噎噎园区内前来收购农副产品的客商尧货车络绎

不绝袁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尧过秤袁一派繁忙的景象遥 这

是四明镇以党建促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镜头遥
近年来袁四明镇党委坚持以野党建+冶为统领袁聚焦

主责主业袁着力补齐短板袁不断谋划工作特色袁提升工

作质效袁全镇 54个党组织高扬党的旗帜袁把党建触角

伸向各个领域袁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
证遥

头雁引领袁塑造乡村振兴之魂

俗话说袁野村看村袁户看户袁群众看干部袁党员看支

部遥 冶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袁党组织书记行不行袁直
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好与坏遥

为切实增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尧 战斗力袁该

镇扎实开展野走上初心路尧使命肩上挑冶野解放思想尧推

动发展冶等活动袁组织村居党总支书记到县党性教育
基地尧廉政教育观尧华中工委纪念馆等地参观学习袁到

建湖尧阜宁等县先进村居学习取经袁强化党性教育尧增

强廉洁意识尧传承红色基因尧创新发展思路袁为推动四
明镇加快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遥

村会计担负着村级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责袁加强会

计人选储备袁事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遥 为进一步优化
村会计队伍袁该镇通过野网络宣传+村居推荐冶的模式袁
向社会公开选拔村居会计后备人选袁 吸引了 53名大
专以上青年报名参加遥对报名人员袁采取线上发资料尧
线下搞培训尧课后考实务的方式袁线上发放小微权力
清单尧村级财务管理等相关学习资料袁线下组织纪检尧
民政尧农经尧扶贫等业务部门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袁最终

以会计实务知识笔试和办公自动化测试成绩为标准

发现储备一批财务管理后备人才遥
发展产业袁夯实强村富民之基

要想实现民富村强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是不

二选择遥四明镇党委一班人深谙个中道理遥为此袁各村

党支部放大自身优势袁挖掘自身资源袁走出了一条适

合本村的发展道路遥
壮大特色产业促集体增收遥该镇新塘村尧塘合村尧

建华村尧邵尖村尧四明居等村居立足菌菇尧果蔬尧苗圃尧
草编现有特色袁做大产业尧做足特色袁通过开展村企联

建活动袁完善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低收入农户冶利益
联结机制袁持续推广吸纳务工尧入股分红尧生产托管尧
订单购销等模式袁 带动 1000余名低收入农户年人均

增收 8000元以上袁村级集体年增收 20万元以上遥
发挥土地效益促集体增收遥该镇开明村尧维新村尧

李尖村尧新南村尧邵尖村等村居围绕土地做文章袁把农

户分散土地集中进行流转袁引入县内外企业尧种植大

户投资经营袁发展优质稻麦基地尧高端苗木基地尧稻渔

复合种养基地等遥 通过土地流转袁村居集体获得土地
管理服务费 30元/亩袁村居零散的集体耕地收益增值

200%遥
投资资产获益促集体增收遥该镇宏达居尧建东村尧

六塘村尧李尖村尧双六村尧青龙村尧文明村尧建港村通过
购买门面商铺尧合作购建厂房尧投资食用菌智能温室尧
蔬菜大棚等项目袁积极探索资源开发型尧股份合作型尧
服务增收型尧项目带动型等加快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袁激活村级资产活力袁增强集体经济野造血冶功
能袁提升集体资产资源价值袁拓展集体经济增收途径袁
切实带动村集体和群众增收致富遥

脱贫攻坚袁焕发美丽乡村魅力

近年来袁该镇立足当地资源优势袁把抓好党建+扶

贫作为党委工作的核心和重点袁逐步形成了野一户一

业冶或野一户多业冶的富民产业发展格局袁贫困户自我

野造血冶功能显著增强袁脱贫致富道路越走越宽遥
党建+菇蔬大棚扶贫车间遥 该镇建华村积极打造

千亩党建+扶贫车间蔬菜园区袁新塘村尧塘合村合力打

造千亩野党建+扶贫车间冶菌菇园区袁把野扶贫车间冶种

植大棚尧智能温室建在村民家门口袁吸纳周边农民到

野扶贫车间冶干活袁平均每户一年收入近 4万元遥
党建+企业发展扶贫车间遥 该镇通洋港居通过党

建力量袁引导和鼓励时和年丰尧福万家等本土企业进

入工业园区袁邵尖村招引在外创业人士回村创办婴幼
儿用品生产企业袁 有效盘活农村资产资源及人力资

源袁利用集体闲置土地尧房屋等创办野扶贫车间冶袁吸纳

贫困人口进企业务工增收遥新南村尧宏达居尧建中居等

通过发展木器生产点尧服装加工厂尧车贴饰品工坊等
小微工厂袁帮扶低收入农户解决就业难题遥
党建+草编专业扶贫车间遥该镇四明居成立野居支

部+扶贫车间+农户冶模式的草编专业扶贫车间袁居两

委利用扶贫资金购进 80台草绳机袁分发给 80户低收
入农户袁每户每天编织草绳 100多斤袁每天收入达 50
多元袁年均增收 17000多元袁现在几乎是家家机声响袁
户户草编忙遥

野党建抓好了袁党的执政根基就牢固了袁产业尧人
才尧生态尧文化振兴就顺其自然袁群众也就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冶该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遥

党旗熠熠耀“菇乡”
要要要 四明镇以党建促进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通讯员 陈乾峰 张永成 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崔晓蕾 李涵 冯小雨冤年初以来袁洋马镇党委不

断创新党建活动方式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工作总要求袁创新思维袁
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尧党员活动日尧周末机关大讲堂尧村民小组党员读报
学习日等多种活动形式袁开展党建活动袁有力夯实党建基础遥

该镇组织机关党员到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尧 华中工委纪念馆等红色基

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袁开展野让党放心袁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机关冶创建活

动袁增强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遥 同时袁该镇还在各村渊居冤开展野四优支
部冶尧机关野五好双优支部冶创建活动袁积极创新基层组织建设袁突破野一村

一品一总支冶的块状模式袁建立野一产业一支部冶的野链冶式结构袁围绕菊花尧
中药材尧经济林果尧小杂粮尧花卉等富民产业建立 10个产业型党支部遥 目

前袁该镇已基本形成野党建+产业冶野党建+扶贫冶野产业协会+支部冶等模式袁
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到哪里袁党支部就建到哪里袁从而推动产业经济发展遥

洋马镇党建活动求创新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洪飞 记者 周蓉蓉冤年初以来袁,临海镇在全镇

范围内掀起比学赶超热潮,把战鼓擂得更响尧把作风抓得更严尧把干劲鼓
得更足,推动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尧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再上新台阶遥
比作为争进位遥该镇引导党员干部自我加压,拉高标杆,全面提升工作

标准,进一步形成争先进位尧竞相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各项工作在县排名
有位次尧有影响遥

比特色争创新遥 该镇引导党员干部敢破敢立尧先行先试,围绕工作中
的重点尧难点和热点问题,积极主动用创新的思维尧改革的办法去研究新

情况尧探索新方法尧解决新问题,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出尧打得响尧过得硬的
工作品牌和示范典型遥

比状态争贡献遥 该镇引导党员干部昂扬不服输尧不言败的斗志,弘扬
勇攀登尧争一流的精神,保持奋力拼尧迎难上的劲头,把心思凝聚到服务发

展上,把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以更好的状态尧更实的举措开辟发展新境
界遥

临海镇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坚持把服务群众贯穿
到党员干部的野心尧身尧行冶中袁以钉钉子的精神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

素质遥
深入到野心冶袁坚守底线遥 该局把责任教育当作常规工作来抓袁不断提

高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曰开展廉政教育袁通过开展读书思廉尧任前考廉尧党

课授廉尧典型警廉等活动袁增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律意识曰对信仰缺
失尧精神迷失尧脱离群众的党员干部袁通过野谈尧育尧帮冶的方式补足野精神之

钙冶袁全力建设一支野群众观点记得牢袁群众立场站得稳袁群众利益记心间冶
的干部队伍遥

深入到野身冶袁以身明法遥 该局领导班子充分发挥示范作用袁在服务群
众上以身明法袁树立标杆袁坚持野四个结合冶渊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作风

问题相结合袁把解决共性问题与解决个性问题相结合袁把解决眼前问题与
解决长远问题相结合袁把解决上层问题与解决基层问题相结合冤袁培育勤
勤恳恳尧扎扎实实的新作风遥

深入到野行冶袁正行立范遥 该局党委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尧办公用房和

会议费尧差旅费尧培训费管理袁建立公务支出与公款消费审计的规章制度曰
对需要配套的政策袁结合单位实际袁制定和完善配套制度曰对需要细化的
政策袁根据政策内容制定实施细则袁促使全局工作走上正规化尧法制化轨

道遥

县人社局锤炼党员干部修养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年初以来袁盘湾镇以叶中国共产党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曳为遵循袁着力做好野三个加强冶袁全面提升农村党
员综合素质遥
加强思想建设袁补足精神之钙遥该镇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袁 依托主题党

日尧电教远教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袁用身边事教育好身边人袁引导
广大党员树牢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加强阵地建设袁凝聚党心民心遥 该镇在镇党委尧政府驻地及各村居党

群服务中心新增 20多处党建宣传点袁营造浓厚氛围遥根据统一部署袁规范

党员活动室内标志标牌袁更新更换党员活动室标识标牌共 42块袁新增党
员风采宣传栏 2处遥
加强作风建设袁纯洁党员队伍遥该镇开办廉政讲堂袁开展警示教育袁强

化执纪监督袁有序处置不合格党员袁畅通党员入口关和出口关遥截至目前袁
开展党员警示教育 600多人次袁处置不合格党员 1人袁进一步推进管党治

党从野宽松软冶走向野严紧硬冶遥

盘湾镇提升农村党员综合素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崇敬 张建忠冤近年来袁特庸镇党委强化问题导向袁
突出关键环节袁着力抓基层打基础袁抓班子带队伍袁抓机制增活力袁采取

野三位一体冶工作措施袁按下特色党建工作野快进键冶遥
建强支部袁实现政治服务功能野一体化冶遥 该镇新建红色文化广场尧村

史馆等实境教育基地袁加强与湖北大冶两地红色文化联动交流袁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铭记革命先烈遗志袁感受初心的有力脉搏曰开展特色支部创建袁
打造红旗居为野红色基因冶传承支部尧王村村为野绿色创业冶发展支部等一

批有底蕴尧有特色的先锋支部袁形成野可看尧可学尧可讲尧可悟冶的党建示范

带遥对党员野微积分冶的管理和使用进行升华袁在原有分类积分尧民主测评尧
评定公示的基础上袁通过实实在在的野积分效益冶来激发党员参与村级各

项事务尧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热情曰党员活动室安装党员野积分卡冶管

理系统袁党员参加规定的组织生活或者志愿服务活动后袁根据积分管理办

法增减积分袁留存相应积分小票袁每半年开展一次积分兑换活动遥
建优队伍袁实现健体强村富民野一体化冶遥该镇全面落实野百雁储备冶人

选野四个一冶帮带行动袁1名入库人选已培养到村书记岗位袁选拔 90后年

轻副书记到村书记岗位锻炼培养曰每年组织开展 1-2次村干部集中脱产

轮训袁开展法律法规尧村务管理尧矛盾调解等学习培训袁引导村干部用创新
理念和工作方法开展农村工作袁村书记尧主任野一肩挑冶比例达到 100%遥深

度激发村居干部解放思想袁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大潮袁对全镇 12个村居现

有土地尧集体资产等资源进行整合论证曰依托村企结对尧农旅结合等方式袁
全镇共发展 野桑蚕织梦冶野稻花虾冶 等村集体创业项目 38个袁 累计投资

1448万元袁实现收益 272万元遥
建好阵地袁实现党建业务融合野一体化冶遥该镇以王村村示范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为抓手袁推进野红色代办冶袁设置村情村史品读尧报刊阅读尧手机充
电尧自助取款尧快递收发等服务袁呈现野融合式冶服务场景曰文化服务中心通

过野空间折叠冶袁设置电子阅览区尧未成年儿童活动区尧残疾人康复区袁既服

务大众袁也面向野特定群体冶遥 引进人社服务野不出村冶智慧工程项目袁开启

幸福党建野升级版冶袁建成野移动端+桌面端+后台支持系统冶三位一体协同
服务平台袁农民群众不出村就能办成事遥

特庸镇按下特色党建“快进键”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

锤，下面一根钉”。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
“神经末梢”，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巧用“加减
乘除”抓基层党建具有现实意义。

科学用“加法”建强队伍。各项工作抓得

好不好、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是否到位，关
键在干部和干部间形成的强大合力。要横向

抓班子建设，注重“一把手”的选拔任用，优化
班子年龄、专业、阅历、地域等结构，配强配齐

配优班子成员，增强以上率下、团结奋进、无
私奉献的工作作风，形成“头雁效应”，在干部

群众中树立威信和标杆。要纵向抓干部队伍
建设，做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教育培训、

基层锻炼、作风历练、监督执纪等方面强化教
育管理，全面促进每个干部个体力量的积累、

团队精神的提升，做到在关键时刻能够顶得
上、有担当。

合理用“减法”去繁化简。要加强顶层设
计，优化职能配置，合理划分部门职能，让每
个“小部门”的物理融合变成“大部门”的化学

反应融合，变“单兵战”为“整体战”，降低督查
检查、调研考核频次，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在

服务流程上要去繁化简，积极探索“一站式”
“最多跑一次”等改革，真正让群众从“少跑

腿”到“不跑腿”，避免繁琐的层层审批程序和

推诿扯皮的不良现象发生。
善于用“乘法”以点带面。基层党建示范

点的打造是通过规范化建设，树立基层党的建设样板，打造基
层党的建设的标志性工作、精品工程。发挥示范点的示范、带
动作用，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是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迫切

需要。要树立“全域党建”“党建 +”的理念，结合地域特色、产

业发展、社会治理等，强化规划布局，进一步改善硬件建设，完

善软件内容，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在不同领域打造一定数量的
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党建示范点，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

用，确保带动基层组织建设学有目标、赶有方向。
勇于用“除法”解决顽疾。作风建设必须勤抓、常抓，做到

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建立长效机制。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剖析“四风”问题，严格执行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内政

治生活制度，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向自身开刀，勇
于刮骨疗伤，勇于自我革命，根除“四风”顽疾，在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带头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加

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转化，突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两手硬”，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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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袁 我县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袁 让党建工作真
正融入社会发展的

各个环节袁 使基层

党建工作焕发出崭
新活力遥

上图为新坍镇

新潮村定期开展党

员志愿者服务活

动遥
左图为长荡镇

党员志愿者在向居

民普及惠民政策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