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话：办公室2802875 要闻部 2824660 专题部 2827044 政文部 2822708 经济部 2882988 发行部 2825092 广告中心 2836000 印刷厂业务科 2280220 零售每份定价：1.50元 全年定价：39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4503004000101 邮编：541001 地址：榕湖北路1号

8 资 讯2019 年 1 月 15 日 星期二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蒋文成 李康生

写在前面： 2018 年 12 月 29 日是一个特别
的日子。当天，随着五美社区新服务场所落成启
用，象山区全辖区的村（社区）服务场所升级改
造工作宣告圆满完成。

“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如果把国家
各项经济社会事业比作是一列加速中的火车，那
党建就是引领方向的车头。党的十九大对党的建
设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要想不断开拓新时代基
层党建新局面，就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的总要
求，坚持协调推进，卯足劲、下足功夫，不断提
高党建的质量。

去年，象山区围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
在做强街道社区、创新治理品牌、推进全域党建
上下功夫，提升基层组织组织力，以党建为纽带
促进各领域各行业互联互动，构建了以街道社区
为核心的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在城南这片热土
上，党建工作如同一枝独秀，勃发出了盎然生
机。

强阵地 抓主责 街道社区党旗高扬

街道社区是基层一线，也是直接与百姓们打
交道的窗口。去年，象山区以基层党建规范建设
年为抓手，开展社区服务场所升级改造攻坚年活
动，投入 1500 多万元推进基层党建阵地建设，
鲜艳的党旗高高飘扬。综合运用租、建、借、
并、调等方法多渠道推进社区服务场所升级改
造， 34 个社区服务场所面积均超过 500 平方
米，其中 9 个社区超过 1000 平方米。各街道和
社区全部完成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配备一站式服
务大厅、新时代讲习所、党员活动室等党建阵
地。落实社区工作经费共 865 万元，参照新招
录公务员待遇落实社区干部正职待遇，社区副
职、委员分别按正职 90% 、 80% 落实待遇报
酬，切实解决了社区阵地薄弱、待遇偏低和经费
不足的问题，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保驾护
航”。

此外，还重点推进街道社区管理机制改革，
突出街道党工委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以及社
区党组织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
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主责主业。每个街道
成立党建办公室并落实 3 名以上专职党务工作
人员，每个社区安排 1 名处级领导联系指导工
作，落实 16 个社区（城中村）党组织第一书
记，提升街道社区抓党建、抓治理的履职能力。
全面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机
制，由区委常委兼任街道“大工委”第一书记，
34 个社区“大党委”包含党组织 193 个。区、
街道、社区层面分别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探索建
立城市基层组织网络，增强街道社区党组织在辖
区发展治理中的引领能力和核心地位。同时，在
纵向上打造畅通区—街道—社区三级党组织体
系，并有效延伸到小区、楼栋党组织；在横向上
发挥社区“大党委”联合治理功能，构建以城市
社区为单元、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区域化大
党建格局。

亮身份 树品牌 打通服务

“最后一公里”

“家门口的服务，对老人来说非常方便，以
后得多办。”接受理发服务后的李爷爷对将军桥
社区党委书记唐文斌夸赞道。近日，一期包含健
康体检、推拿按摩、理发、心理咨询、磨刀等项
目的志愿活动在象山区将军桥社区党员工作室举
办，为现场近 120 名居民提供志愿服务。

“我提出的小区停车纠纷需求，属于‘资源
清单’中的‘矛盾纠纷调解’项目，党员工作室
很快就解决了。”无物业小区居民秦先生向象山
街道文新社区党员工作室反映需求后，党员工作
室将该项内容列入服务清单，并由工作室成员社
区党委书记、派出所干警和城管执法队员及时上
门调解了矛盾纠纷。

近年来，象山区深化创建“漓水象山·党员
工作室”城市基层品牌，建立社区党员工作室
24 个、机关和两新组织党群服务联系点 65 个，
落实联系服务工作人员 157 人，分别组建“一
线”联络员队伍、“全天候”党员队伍、“经常
性”党员志愿者队伍共 1820 人。每个党员工作
室综合使用面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内设帮扶
解困、党群议事、志愿服务等 9 个功能服务

站，并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设置接待联
络处，形成党建引领下的社区“一室九站一中
心”服务架构。

党员工作室发挥制度优势，整合社区“大党
委”成员单位资源，探索推出了三联清单（资源
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服务制度，其中资
源清单包括党建活动、公益讲座、纠纷调解等
10 大类 52 项资源内容；需求清单涵盖便民服
务、小区改造等 8 大类 50 项具体内容，并实行
动态管理，不断进行更新；服务清单涵盖志愿服
务等 10 大类共 113 项（次）具体服务任务。累

计开展知识讲座、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140 多
场（次），为社区居民办理好事实事 700 余
件、调解群众纠纷 120 余件。“漓水象山·党员
工作室”被市委授予“桂林市第一批党建示范品
牌”。

在“漓水象山·党员工作室”品牌的示范带
动下，各街道社区党组织围绕社会治理工作，深
入开展品牌创建和示范点建设。先后打造了“圆
桌会议”、“自治共治五彩家园”、“社区服务
集结号”等党建品牌和大风山、尚智等 16 个基
层党建示范点，评选出“十佳基层党建品牌”。

“一社区一品牌”、“一示
范点一品牌”的发展大格局已显
山露水，激活了社区治理服务的活
力。

巧联动 齐建设 实现社会治

理“一体化”

“本次主题党日+深入清洁服务行动的攻坚
点是象山安家洲社区、平山猴山社区，请大家准
时集中。”象山区机关党支部微信群的一条消
息，也是一条“动员令”。全区机关干部职工结
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集中深入城区脏乱片区、
无物业小区开展深入清洁活动，确保达到开展一
次活动、提升一片环境的效果。

象山区通过组织联建、活动联办、品牌联创
搭建载体，推进城市基层党建系统建设和整体建
设，扩大各领域更深层次党建工作整体效应。探
索建立将军桥社区—平山村、同心社区—同心
村、绍兴商会—红光村结对共建的“社村联建”
“村企联建”模式，以共建“社村联建·共绘同
心”、“三力齐发·活力平山”等品牌为载体，
促进城中村党建社区化规范化发展，推动片区品
牌、治理一体化发展。

聚焦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象山区 16 个
机关单位结合职责特点，共同开展了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工程。区委组织部牵头创建“漓水象山·
微心愿”品牌，发动各界爱心人士帮助困难群众
实现 1000 元以下“微心愿” 45 个，包含老奶
奶的轮椅、大学生入学的行李箱、阿姨缓解疲劳
的按摩器等，凝聚社会爱心“微力量”,赠送温
暖和关怀。区委宣传部牵头开展“党建引领·你
拍我改”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以区创城督查组、
街道社区干部为主，随手拍摄身边存在的卫生脏
乱、超门槛经营等不文明现象发送到微信工作
群，由职能部门主动认领、限时整改，并及时回
复办结。全年完成“拍改案卷” 3600 余件，增
强“创文巩卫”、构建和谐环境的整体联动性、
监督广泛性和治理快捷性。同时，司法部门推进
“党旗红司法·律师进社区”、工商部门“创建
诚信经营放心消费商圈（万福广场）”、城管部
门“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及南门街道
“连心共筑·和美铁西”等品牌。全区组织 159
个党组织、 4002 名在职党员到社区“双报
到”，集中组织、广泛开展党建宣传、创城巩
卫、帮扶解困等志愿服务。从各项职能工作把人
员力量、管理资源聚集到基层一线，共同做强做
细城市治理服务工作。

引航向 立榜样 “党建+”刮

起“红色旋风”

“作为党支部
书记，带好队伍、管好

班子，实现党建强、教育
兴的目标。”近日，桂林市二附

小学党支部书记徐小萍向支部全体党员庄重承
诺，该校将以创建“党旗领航·多彩教育”品
牌为载体，设立党员教师责任岗和示范岗，推
进党建与教育工作深入融合、共同提升。

据象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韦普健介
绍，辖区不断探索部长谈思路、组织建阵地、
活动增活力、岗位促发展“四步法”抓实两新
组织党建，单独组建了桂林山西商会党支部等
13 个两新党组织，全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覆盖率达 87 . 1% ，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
88 . 5% 。同时围绕企业效能管理、诚信经
营、品质服务等需要，做强“党建+”载体，
为企业发展注入红色力量，逐步扩大“抓党建
也是抓生产”的共识。

为抓实“党旗领航·诚信万福”两新党建
品牌建设， 2018 年 11 月，象山区万福商圈
综合党委为首批“党委推荐放心店”授牌。通
过万福商圈综合党委和象山区工商局等部门对
万福商圈经营商户进行摸底排查、严格筛选、
社会投票等环节评选，最终评选出“米粉店-
老盐街、奶茶店-周疯子、女装店-蒙特托、
川菜店-大囍、火锅店-野牛” 5 家单位。万
福商圈综合党委书记蒙庆介绍道：“‘党委推
荐放心店’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评选一次，不
符合标准的及时进行摘牌，切实增强商家危机
意识，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方式，为顾客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我们企业创建‘党旗领航·诚信天下’
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企业诚信建设，提升旅
客体验满意度。”桂林市金天下旅业党总支书
记宁上林介绍道，该企业通过打造党员导游
团、党员车队，把党建融入企业诚信经营、品
质提升，努力树立诚信旅游、放心旅游标杆。
象山区推进实施“一线三面五插旗”，将党旗
插在企业、队伍、车辆和线路上，打造了侗情
水庄、金天下旅业等一批“党旗领航·品质旅
游”党建品牌。

此外，象山区聚焦两新组织行业互联、连
片抱团发展需要，以党建为纽带，分行业、分
片区搭建了一批大党建载体和平台。先后成立
象山区商会党建联盟，覆盖成员单位 9 家商
会党组织、会员企业 1000 余家；组建桂林市
万福商圈综合党委覆盖 18 个城南片区两新党
组织；成立桂林市物业行业协会党委，所属党
支部覆盖全市 120 家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开
展“红动漓江沙龙”活动、万福商圈综合党委
党组织书记“红色之旅”主题活动，增强了发
展的凝聚力、影响力。

做强城市大党建 做实治理大文章

象山区：党建“共同体”搅活“一池春水”

▲开展“商会党建联盟”第一期“红动漓江沙龙”活动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象山区委组织部提供
▲授牌表扬基层党建示范点。

▲“漓水象山党旗红 两新组织扬风帆”主题活动及象山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百日攻坚”推进会暨 2018 年新组建党组织集中揭牌仪式现场。

▲象山
区委书记唐
小 忠 （ 右
二）为将军
桥社区党员
工 作 室 揭
牌。

启 动
“漓水象山·
微心愿”品牌
建设。

▲绍兴商会与红光村党支部结对共建。

▲ 2018
年 1 2 月 2 9
日，象山区南
门街道民族社
区新服务场所
落成启用。

各级党
代表入驻党代
表工作室开展
规范指导、志
愿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