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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文清 记者陈晓
思思） 3月 12日上午，汾湖高
新区开展了党建工作会议暨主题
党日活动，吴江区及汾湖高新区
领导吴琦、沈伟江、邓运华、陈
朝林、陈志毅等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汾
湖高新区党建服务中心暨“两

新”组织区域化党建工作站，详
细了解了汾湖近阶段党建工作情
况。该中心位于汾湖国土资源局
大楼五楼，面积约430平方米，
展示空间采用开放式布局，是

“两新”组织的党建活动主阵地
和党建指导员、“两新”党建名
师及党务工作者的办公场所。目

前该中心已经开放服务。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承担汾

湖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建信
息化建设，“两新”党建工作的
指导、推进等功能，也作为汾
湖与毗邻区 （县） 等研讨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工作的联席会议
点。

在非公组织力体系建设方
面，汾湖实行“1234”工作
法，通过一个阵地 （“海棠花
红”党建阵地）、两支队伍（党
建指导员和专业网格员）、三网
融合，达到四清管理（企业经营
状况清、党建情况清、职工队伍
清和党员队伍清）。

在随后召开的党建工作会议
上，副区长、汾湖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吴琦传达了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
要求。会议还讨论了《2019年基层
党建工作要点》《2019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要点》《党风廉政建设考核
细则》及《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要
点》。

汾湖党建服务中心开放
党建工作会议聚焦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记者陈晓思
思）近日，汾湖财政局相关
负责人带队赴毗邻的青浦区
金泽镇财政所，交流学习上
海市兄弟财政系统的职能管
理，共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背景下，财政在体制机
制中的政策性效应发挥，尽
职尽责理念创新。

金泽镇财政所介绍了金
泽镇的地理概况、经济社
会发展现状和2018年的财
政收支情况，并详细阐述
了青浦区金泽镇的财政体
制、财政治理架构和职能
分工，青浦区及金泽镇有
关企业扶持和产业引导的
财政政策、镇对国有资产
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举措、镇
财政预算编制和安排思路、
镇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模式、
镇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具体做

法等内容。与会的汾湖财政局
工作人员感到干货多、诚意
满，很受启发。

会上，金泽镇财政所和汾
湖财政局工作人员就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框架下的制度设计以
及区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双方都意识到，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两地发展
的重大历史机遇，应进一步
精诚合作、互相学习、取长
补短，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
战略机遇期，主动作为，助
力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更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汾湖财政局对金泽镇财政
所“一体化、一条心、一起
干”的决心表示赞赏。两地还
商议，尽快建立常态化工作例
会机制，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
施。

一体化 一条心 一起干
汾湖财政局赴金泽学习交流

本报讯 （记
者陈晓思思）3月
8日上午，汾湖高
新 区 举 行 镇 级

“三治”地块整治
现场启动仪式，
对厍星路化工区
的村集体出租厂
房进行了拆除，
可腾换出土地27.2
亩。汾湖高新区
已制定出台 2019
年“三治”工作
计划，围绕既定
目标，汾湖将狠
抓重点区块、严
控新增违法、持
续巩固成果，全
年计划完成拆旧
任务2425亩。

启 动 仪 式
后，数台挖掘机
对厍星路化工区
的村集体出租厂
房进行拆除。据
了解，原来化工
区内共有 8 家企
业，涉及亚克力

雕刻、标识标牌加工、化工仓储等行业，
存在着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等情
况。拆除后，将全面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据了解，从去年开展“三治”行动以
来，汾湖高新区顺利完成“三治”排摸工
作，积极开展散乱污企业（作坊）专项整
治，累计拆除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平整
土地面积1500多亩。

2019年，汾湖高新区需要完成拆旧任
务2425亩。截至目前，一季度已经完成拆
旧约352亩。此外，在上半年区级重点项
目任务中，三和村木材市场整治地块、金
家坝长胜村和星谊村整治地块前期工作基
本结束，预计3月下旬启动整治，4月中旬
完成全部重点项目的拆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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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晓思
思）面对黑恶势力，如何运
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遇到
黑恶势力，怎样揭发检举？
3月6日和3月 7日，汾湖
扫黑办组织派出所、平安志
愿者分别来到汾湖职业高中
和北美枫情木家居（江苏）
有限公司，开展了“扫黑除
恶校园行”宣传教育活动和
以“全民参与，黑恶势力人
人喊打”为主题的宣传教育
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
过展出宣传展架、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为
学生和企业员工们答疑解
惑，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几百
份。在企业宣讲中，讲师通

过讲座的形式，鼓励员工们在
自我保护的同时，敢于同黑恶
势力作斗争，积极揭发检举，
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在学生
中，讲师详细讲解了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给校园和社会带
来的危害，号召大家积极参与
到与黑恶势力作斗争的行动中
来，自觉遵纪守法，勇于揭发
各类涉黑涉恶的犯罪行为。

相关负责人介绍，宣传教
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和企业
员工的法律知识，也提高了他
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为防治校
园暴力、预防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推动平安汾湖建设起
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营造了浓厚的宣传
氛围。

“扫黑除恶”
宣传教育进企入校

推动平安汾湖建设

本报讯 （记者陈晓思
思） 3月8日上午，大胜村
党员会议室飘来阵阵甜香，
传来声声笑语，充满着浓浓
的节日气氛。为庆祝“三
八”妇女节，大胜村党总支
邀请村里各行各业妇女代
表，开展了一次“党建带妇
建 情暖三八节”的活动。

活动现场，妇女代表们
组成两支队伍，分别制作中
式糕点和西式甜点进行大
PK。中式队以大胜村妇联
主席凌珍为代表，制作各种
传统糕点，撑腰糕、青团
子、百果糕、馄饨花样繁
多；以大胜村党总支书记朱
英为代表的西式队也不甘示
弱，蛋挞、雪花酥、小蛋糕

一应俱全。制作现场香气四
溢，整个活动充满了欢声笑
语，妇女们互相交流，表示在
活动中获益匪浅，学到了制作
其他糕点的要领，也增进了彼
此间的感情 （如图，徐晓芬
摄）。烤制结束后，妇女代表
们将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糕点
进行装盒，分送到小区的老人
手里，和他们一起庆祝节日，
分享快乐，让他们感受到来自
大家庭的温暖。

通过这次活动和分享，妇
女同志们深刻体会到劳动带来
的乐趣，也激发了大家动手的
热情。此次活动，大胜村以

“胜秀同心”党建服务品牌作
为引领，以党建促妇建，提升
妇女工作水平。

党建带妇建 情暖三八节

大胜村妇女
中西糕点大PK

□基层快讯

党建互学互看

近日，昆山周庄镇和嘉善姚庄镇两地的十多位“两新”党组织的负责人到汾湖高新区参加了一次开放式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企业党建阵地、重温入党誓词、学习革命英烈事迹和交流党建工作经验等。活动今后将轮流在汾湖及毗邻地区陆续开
展，多地将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大潮中联合探索跨省基层党建新模式。图为周庄和姚庄的“两新”党组织负责人在康力
电梯参观。 （思思摄）

党员冬训是指对基层党员干
部在冬季进行的培训教育，是党
课的一种形式。汾湖高新区（黎
里镇）已经连续两年获评江苏省
基层党员冬训工作示范乡（镇、
街道），在这项工作开展上多措
并举，创造了“6个1套餐”党
员冬训新模式，并在4个月内集
中开展了学习讨论、青年“微党
课”大赛、学习参观、暖冬走访
等重点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良好教育成效。

打造“1”个冬训品牌

2月 19日，汾湖高新区在
全区率先发布党员干部冬训品
牌——“彩·红汾帆”。这是汾
湖总结多年开展党员干部冬训经
验和成果创新推出的党建品牌，
还为品牌专门设计了有象征意义
的LOGO。

“彩”，主要指这一品牌包含
活力橙、麦穗金、海天蓝三种颜
色，分别体现冬训工作结合不同
人员的兴趣爱好，开展富有活力
的各种活动；党员干部取得的收
获和汾湖高新区党员教育培训工
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党员干部们
通过冬训充电，将学习成果运用
到争当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先行军排头兵的实践中。

“红”，主要指品牌以红色为底
色，彰显党员干部接受的红色党
性教育，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通过冬训品牌的引领，汾湖
希望激发党员干部学、践、悟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为推动汾湖高
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形成“1”套工作机制

此次汾湖开展的党员冬训按
照吴江区“1+3+8+X”要求，
积极组织党员参加1场集中动
员、3次直播党课、8项重点活
动。

早在冬训工作启动时，汾湖
便将党员冬训工作纳入2019年
度各单位意识形态考核，同时制
订工作方案，结合省、市督查，
扎实规范基层“规定动作”。如
对签到表、现场照、收看渠道等
做到“三统一”；对于未能参加
集中授课的党员，采取送学上
门、自主收看、集体补训等多种
手段，确保规定动作精准到位，
力争党员冬训“一个都不少”。

汾湖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在参
与全区冬训活动外，要积极创新

“自选动作”，组织开展多样化的
冬训活动。汾湖还将参与冬训列
入基层党员教育管理考核和农
村、社区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

培育“1”支宣讲队伍

根据党员冬训工作方案，汾
湖成立了由纪工委、组织人事劳
动局、党政办、政法办、农村工

作局、社会事业局等单位业务骨
干组成的区级讲师团，同时还建
立由各村（社区）宣传委员组成
的村级讲师团，以及由退休教
师、老干部、老党员等组成的冬
训志愿宣讲团。通过这些宣传
员、信息员和联络员，让每个党
员对冬训内容和主题入脑入心。

芦墟的退休老校长张俊从
2012年起就担任汾湖高新区的
道德讲堂巡讲团负责人，自编各
种节目、宣讲课程，送进学校、
农村、社区、企业等。他也是此
次党员冬训的志愿宣讲员，他不
仅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等编写成
通俗易懂的“顺口谣”，最近还
编写出《英雄烈士谱》等新教
材，利用开放式主题党日，向党
员们讲述包括吴江英烈事迹在内
的革命英烈事迹。

开通“1”条“红色专线”

“××同志：开展党员冬训
等学习教育活动是面向全体党员
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
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
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
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由
于您长期居住在外地，现将有关
读本和学习笔记等邮寄给您，请
您收到包裹后及时反馈，并请每
一个季度书写一份思想汇报，将
您学习等情况告知党委，邮寄至
兴黎社区党委所在地。”兴黎社
区党委从2017年开始，就通过

与邮政部门结对共建，搭建了一
条“红色专线”，以邮寄包裹的
形式，将基层党组织的学习书籍
和材料寄给流动党员，而流动党
员则通过“红色专线”将党费与
思想汇报寄回党委。这条“红色
专线”搭建了党组织和在外党
员、流动党员冬训学习、传递思
想、交流心得的桥梁，已经在汾
湖多个村（社区）得到推广。

汾湖党员数量多，覆盖范围
广，特别是外出、“两栖”党员
超过400人，是冬训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汾湖将手机短信、党务
微信以及邮政部门的快递专线，
整合成冬训“红色专线”，激励
外出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用活“1”个平台

在冬训期间，汾湖结合“学
习强国”APP上线，在广大党
员、机关干部中加大宣传，并引
导他们下载注册，使用好学习平
台。当下，党员已经习惯于利用
碎片化时间在平台上开展各种学
习，充分汲取精神养分。

开展“1”系列活动

“3 月 4 日冬训微型党课
《赞赞新时代》，3月5日冬训微
型党课《全面贯彻新思想 推动
发展高质量》，3月7日冬训微
型 党 课 《 担 当 有 为 再 出

发》……”自党员冬训开展以来，
“汾湖发布”微信公众号就成了汾
湖高新区基层党员争相点击观看和
讨论的学习平台。

汾湖以“学、践、悟”为主线,
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丰富冬训内涵。
除了常规的组建理论讲师团上党课
外，汾湖还在1月底举办了“微型
党课”大赛，录制了 12 堂党课，
利用微信平台向普通党员推送。
此外，汾湖在各支部开展了“奋
进新时代 改革再出发”主题大讨
论活动，引导基层党员深入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省市区委的重大决策部
署，积极为汾湖的高质量发展和争
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先行军排
头兵建言献策。

在 2018—2019 年度的党员干
部冬训工作中，汾湖严格落实省、
市、区委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汾湖
实际，通过点、线、面同步协调推
进，有效提升了基层党员的政治定
力、理论功力、业务能力和创新动
力。下一步，汾湖还将通过加强监
督考核、深化总结提炼、探索常态
化机制等，形成具有特色的冬训创
新案例，依托好“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开展“不落幕”、全覆盖的常
态化党员冬训。

“6个1套餐”一个都不少

汾湖开展“不落幕”的党员冬训
本报记者 陈晓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