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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加强基层党建助推乡村治理

弋阳：

一月一督查抓牢基层党建

近日， 万年县举行优秀年轻干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研讨班。课后，专题研讨班学员们身穿

红军服先后来到该县裴梅镇赣东北苏维埃

政府旧址、龙港村方志敏小道、葛茅坞坞头

暴动旧址，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在一件件文

物、一组组图板前，感受了那段波澜壮阔、

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 在所看所思中接受

了一次涤荡灵魂的精神洗礼。 曹泮珠 摄

本报讯 记者孔臻报道 ： 婺源

县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把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贯穿乡村

治理的主线， 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乡风文明问题入手， 延伸基层党

建触角， 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以

党风带家风促民风。

延伸党建触角， 激活基层治理

的 “ 神经末梢 ”。 根据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带来乡村治理难的现实情

况， 紧紧抓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

个根本 ， 不断延伸基层党组织触

角， 坚持旅游景区、 旅游产业拓展

到哪里， 党的组织和党的服务就延

伸到哪里。 按照党章规定， 根据工

作需要 ， 采取单独组建 、 区域联

建、 行业统建等方式， 把党组织建

在旅游企业、 旅游行业协会、 旅游

合作社等旅游产业链条上， 加大对

旅游行业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党

组织覆盖工作。 同时， 根据各地实

际 ， 灵活设置 “ 文化生态 保 护 ”

“ 旅游志愿服务” “ 环境卫生监督”

“ 交通秩序疏导” “ 旅游应急救助”

“ 旅游权益协商” 等功能型党小组，

大大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 ，

有效化解了旅游企业与村民、 村民

与游客之间的矛盾， 赢得了群众的

理解和信任， 更加适应带领群众发

展致富的需要。

党员示范带头， “ 微岗位” 服

务乡村治理。 引导鼓励广大党员围

绕服务乡村环境改善 、 矛盾调解 、

卫生监督、 乡风文明建设， 以“ 设

岗位、 亮身份、 作承诺” 为主要内

容， 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 组建党

员志愿服务队 、 成立党员应急组 、

挂牌党员家庭户等方式， 创设党员

“ 触手可及 、 伸手可做 ” 的 特 色

“ 微岗位 ”， 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

积极引导全体党员当好规范建房监

督员、 社会维稳调解员、 美丽乡村

卫生员、 文明乡风劝导员， 让不同

领域党员发挥自身优势特长 。 同

时 ， 推行 “ 乡贤工作室 ”， 搭建乡

贤积极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

效平台 ， 充分发挥乡贤民情收集

员、 政策宣传员、 矛盾调解员的作

用， 开启了“ 村级党组织管理为核

心、 乡贤齐治理为辅助” 的基层社

会共治新模式， 找准群众需求与党

建工作的结合点。

传承优秀文化， “ 微平台” 推

进文明乡风建设。 结合乡村治理需

要， 进一步挖掘婺源“ 书乡” 文化，

发扬婺源 《 朱子家训》 治家优良传

统， 搭建传统文化微平台， 党建引

领示范带动百姓家风建设 。 在村 、

组干部和党员中， 先行亮出“ 党员

家训示范户” 身份牌， 由各村党支

部牵头做好各村落的家风挖掘、 家

规收集、 牌匾制作、 家训上墙等工

作， 确保“ 微家训” 与党风家风建

设相一致 。 同时 ， 根据 “ 居住相

邻、 从业相近” 的原则， 让每户党

员家庭户联系周边村民家庭， 组成

以党员家庭户为中心的若干区域网

格， 通过以点带面、 抱团绑定、 网

格化管理的方式， 发挥党员传承家

训的示范引领作用， 使党员中心户

成为群众的主心骨， 形成“ 以党支

部为核心、 以党小组为基础、 以党

员家庭户为活动单元” 的“ 三位一

体” 农村党员传承“ 微家训” 的教

育管理新模式， 形成“ 户户有家训、

村村好乡风” 的文明新气象。

鄱阳讯 近年来， 鄱阳县谢家滩镇坚持以发展中药材产业、

推进社会建设、 促进群众增收为重点， 积极创新探索党建模式，

进一步落实党建要求， 压实党建责任， 夯实党建基础， 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为打造赣皖“ 中药材之乡” 提供坚强保证和有力

支撑。

抓党建引领， 强化脱贫成效。 以“ 党建

+

” 为引领， 从土地

流转、 配套设施、 沿线环境等多方面入手， 提升打造元宝山农业

和海旺农业， 通过做大做强中药材产业快速推进产业脱贫。 在全

镇积极推广落实元宝山农业为贫困户无偿提供

800

亩中药材种苗

及技术支持并保证回购的产业扶贫项目， 同时， 加大贫困户的产

业就业力度， 通过社会责任引导和“ 扶贫车间” 等政策吸引企业

最大限度吸收贫困户就业， 以产业扶贫变“ 输血” 为“ 造血”。

依托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博士后工作站， 成立了海旺生物研发中

心， 每年有

3

名博士常驻进行技术指导。 如今， 元宝山农业、 海

旺农业、 华睿服饰等企业的负责人均已发展为党员。

抓示范带动， 凝聚工作合力。 党员干部夜以继日奋战在征迁

一线， 有力推动了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8

年征地

500

亩， 为中药材种植基地流转土地

1000

多亩， 土地小项目完

成近

1800

亩。 占地

60

亩的西河湿地生态休闲公园项目已全面竣

工； 结合脱贫攻坚、 秀美乡村、 土地小项目等工作， 全面铺开了

宅基地改革， 党员干部、 理事会模范执行“ 一户一宅” 政策， 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 郭贺村弹子垅组老党员胡圣恩主动拆除自家造

价近

5

万元的围墙， 并积极向邻里宣讲政策， 促进了该村宅改工

作迅速完成； 深入宣传绿色殡葬改革政策， 党员干部积极响应，

桥头村

103

岁的老支部书记吴得平主动上缴棺木并提出火化意

愿， 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

抓特色活动， 注重品牌建设。 深入推行“ 五民” 工作法， 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 大力开展“ 有话跟我说”、 党课“ 轻

骑兵” 等主题活动， 进村入户宣讲政策， 把工作延伸到群众家门

口， 面对面受理问题， 党员干部以“ 坐诊” 的形式， 现场开出

“ 药方”， 切实解决了一批想解决而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难题。

抓价值引导， 增强文明底蕴。 强化精神文明建设， 积极探

索志愿者服务机制 ， 摘得了 “ 省级特色商贸小镇 ” “ 省级卫

生乡镇 ” 等金字招牌 ， 方明胜家庭获评 “ 全国书香之家 ” 称

号 ， 进一步擦亮全国文明乡镇名片 。 注重将意识形态工作与

基层文化建设工作有机结合 ， 经常性举办农村文化 “ 三项 ”

活动 ， 其中每年跨地区大型篮球赛事在

5

场以上 ， 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鄱北“ 篮球之乡”。

（ 张杰）

铅山讯 今年以来， 铅山县湖坊镇坚持找准角色定位， 认准

职责使命， 精准推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该镇注重创新组织生活

的内容和形式， 既避免庸俗化娱乐化， 又防止表面化形式化， 调

动党员参与热情， 使组织生活更加贴近实际、 贴近党员、 贴近群

众。 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培育壮大产业、 发展集体经

济， 努力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展现“ 党建力量”。

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该镇树立“ 扶贫产业发展到哪里，

党旗就挂在哪里” 的理念， 全镇每个产业都有一个支部结对帮

扶， 负责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让党员在服务扶

贫工作大局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江西省赣枫生态有限公司是湖

坊镇

2018

年扶贫产业， 基地搭建了

10

个爱心扶贫鸽棚， 每个鸽

棚年出栏鸽子

5000

只， 鸽棚每售出

1

只鸽子就给贫困户分红

1

元钱， 计划

10

年总分红金额

50

万元。 为确保扶贫产业尽早建设

成功并惠及贫困户， 湖坊镇党委联系社会支部党总支挂点帮扶该

企业， 将党旗挂在鸽棚上， 党支部联系人、 共产党员吕金德从此

便扎根在了基地， 从土地租赁、 平整到企业建设过程中的矛盾纠

纷调处， 他都身先士卒、 亲力亲为， 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先锋

模范” 这一角色。 在党支部的挂点帮扶下， 一期投资

3000

万元

的肉鸽养殖项目仅用

7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200

亩的土地平整， 搭

建了

20

个鸽棚。 目前， 鸽种已经顺利入棚， 全镇

312

户贫困户

每户都获得了分红， 还安置了

10

余名贫困户在基地就业。

将党员放在贫困户最需要的地方。 扶贫先扶志， 为充分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 整合脱贫攻坚合力， 湖坊镇中李村设立了扶

贫、 扶志、 扶德大讲堂， 扶贫大讲堂通过每月安排党员志愿者讲

道德、 讲法律、 讲技能、 讲政策， 激发内生动力。

将党课开在田间地头。 为开好“ 三会一课”， 将党课上得生

动、 深入人心， 湖坊镇非公有制经济党总支联系人张志辉经常将

党课开在产业现场， 每一次技能培训、 现场指导都是生动的党

课，

6

个基层党组织将党课现场摆到了田间地头、 产业项目中，

成为最生动的实践。

（ 陈万民 王璐）

弋阳讯 从去年

4

月份起， 每个月初弋阳县各基层党委就忙

碌起来， 从乡镇党委到县直机关党委， 他们组成一支支督导组下

到各基层党支部检查支部党建标准化完成情况和上个月的“ 党员

主题活动日” “ 支委会” 等组织生活开展情况。 “ 会议记录没有

经参会人员签名” “ 党务公开栏没有及时更新” “ 困难党员台账

没有注明困难状况” ……基层支部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一个

个查找出来， 并要求相关支部立即整改到位。

为了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在日常， 持续深入推进， 不断夯实基

础， 弋阳县委组织部在全县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了“ 每月一回头，

党建抓在手” 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 弋阳县委组织部共抽查了基

层党 （ 工） 委

42

个次， 支部

89

个次， 发出抽查情况通报

9

期，

共发现和指出问题

580

个， 已完成整改

569

个。

通过在全县基层党组织中开展“ 每月一回头， 党建抓在手”

活动， 采取每月回头看的方式， 深查找准基层党组织在党建工作

中的问题和不足， 及时整改补课，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把

党建工作责任不断压实， 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 党员主题

活动日”、 “ 三会一课” 等基础性工作落到实处， 严格落实上级

部署的各项党建工作， 使该县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凝聚力不断

强化， 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 引领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更加凸显。

（ 孔俊）

回望我们党

98

年的历史， 之所以

能够历经艰难困苦不断创造辉煌业绩，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以贯之坚持讲政

治， 从而有效统一全党意志、 凝聚全党

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新征程， 我们将

面对许多重大挑战、 重大风险、 重大阻

力、 重大矛盾。 这更要求党员干部大胆

讲政治、 善于讲政治。

大胆讲政治主要是态度问题。 党的

十八大以来， 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不断

增强、 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党内政治生

活气象更新， 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但是， 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仍不同程度地

存在不讲政治、 不敢讲政治、 讲政治不

够理直气壮的问题： 有的无视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 为所欲为； 有的面对

大是大非问题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羞

羞答答， 犹抱琵琶半遮面； 有的面对重

大原则问题讳莫如深、 语焉不详， 投鼠

忌器、 回避退让。 可见， 大胆讲政治的

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 导致

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

不讲政治。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

政治上出问题， 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

问题， 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 不

抓早、 不抓小， 不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当回事， 不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久而久之， 就会目中无人、 心无敬畏，

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讲政治、 明方向、

知分寸， 是党员干部立身之本， 也是全

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 增强自我净化能

力、 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

径。 大胆讲政治， 就要立场坚定、 旗帜

鲜明， 走正道、 做正事、 讲正气， 敢于

亮剑， 同一切不讲政治的思想和行为作

坚决斗争。

善于讲政治主要是方法问题。 古人

云： “为政有德， 善治有方。” 讲政治

光有鲜明态度是不够的， 还得有科学方

法。 方法得当， 往往事半功倍； 方法不

妥， 常常事与愿违、 事倍功半甚至南辕

北辙 。 周恩来同志素以善于讲政治著

称， 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光辉典范。

他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善于把原则

的坚定性与策略、 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

来， 把握大局、 统筹兼顾， 寓刚于柔、

寄理于情， 彰显了非凡的政治水平和高

超的领导艺术。

大胆讲政治和善于讲政治相互作

用、 相得益彰， 二者统一于政治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 看一名党员干部特别

是高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首先看政治

上是否站得稳、 靠得住。 党员干部能不

能大胆讲政治、 是不是善于讲政治， 既

是政治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也要通过

政治能力来检验。 一般来说， 政治能力

较强的人 ， 就敢于讲政治 、 善于讲政

治； 政治能力较弱者， 则做不到大胆讲

政治， 也谈不上善于讲政治。

做到既大胆讲政治又善于讲政治，

需要自觉把讲政治融入党性锻炼全过

程， 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遇

事多想政治要求， 办事多想政治规矩，

处事多想政治影响， 在任何时候、 任何

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政治立场

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 使自己的政治能

力和所担负的职责相匹配。 同时， 要勇

于挑重担、 敢于啃硬骨头，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在破解一个个难题中不断增

强政治能力。 （据《人民日报》）

大家谈

党员干部要大胆讲政治、善于讲政治

粟用湘

传承红色基因

谢家滩镇：

全力激活党建新动能

湖坊镇：

在脱贫攻坚中展现“党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