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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苏仙传奇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明辉 谭志文 郭亮廷

漫步苏仙城乡，美丽乡村秀美如画，城东新区绽放新颜，产业
园区生机勃勃，田间地头郁郁葱葱；走访干部群众，党的建设全面
加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有声有色，干部作风持续好转……
苏仙区以“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总战略为指导，围绕“对接
粤港澳、融入大湾区、争当排头兵”的发展方向，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深入开展“党建工作大引领、招商引资大行动、产业项目大建
设、干部作风大提升”四个专项行动，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发展。

美丽乡村

产业项目大建设
——破解项目坚冰提速建设

东湖公园

党建工作大引领
——党建工作站
“1+N”模式服务群众
党建工作的成果，要靠发展的成果和群
众的评价来检验。
今年，苏仙区五里牌镇柘源村结合自身
农业产业特点，试种了 100 余亩水果玉米，
丰收时的玉米产量高达 9 万公斤，销售压力
也随之而来。种植户欧阳遵志着急地说，成
本都投进去了，卖不掉，特别着急，因为玉
米在地里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就不甜了。
为解决销售难题，柘源村发展服务站负
责人把生源商业集团的采购商请到玉米种植
基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品质优良的水果
玉米得到采购商青睐，生源集团和柘源村迅
速签订了销售协议。
解决水果玉米销售难的问题，只是党建
工作站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今年 9 月以
来，苏仙区紧紧围绕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
领能力、助推发展能力、基层治理能力、服

务群众能力四种能力，创新建立党建工作站
“1+N”模式，推动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
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深度融合。
党建工作站“1+N”模式，即1个党建工
作站，下设社会事务站、发展服务站、金融服
务站、志愿服务站等，党建工作站站长由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兼任，其他站长分别从村
（社区）“两委”干部或乡贤能人中选派。
目前，根据各镇 （街道） 推选，全区确
定了 30 个党建工作站示范点，150 名站点负
责人经过业务培训后全部到位，确保党建工
作站标准化建设、制度化管理、规范化运
行，效果逐步显现。苏仙岭街道杨家坪社区
社会事务站结合“四下基层”“机关党员进
社区”等活动，解决东岭逸景小区因多年未
验收交房导致水、电、气无保障问题，惠及
1058 户 2000 多名居民。

招商引资大行动
——紧扣
“三顺”要求精准招商
“大招商、招大商”是借力发展、激活
资本市场、应对和化解压力的不二之选。
2018 年，郴州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受总
公司资金链断裂影响而停产。工人怎么办、
厂房设备怎么办？苏仙区委、区政府迎难而
上，积极围绕新能源产业进行招商，以招商
求发展，以招商解难题。
2019 年 11 月，苏仙区与聚兴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了第一次合作洽谈。“面对诸多遗
留问题，我们有过退出合作的想法。”聚兴
科技集团董事长助理吴燕谈及第一次洽谈后
的感受。
第一次洽谈并不如意，但苏仙区并未放
弃。11 月下旬，苏仙区又与聚兴科技密集地
开展了三次洽谈，并对遗留员工、税费、配
套设施等问题进行了磋商，最终达成了合作
共识。12 月 2 日，聚兴新能源电池产业园正
式启动生产。“苏仙区工作力度大，诚意满
满，才能促使我们的合作迅速推进。”吴燕

说。
启动招商引资大行动以来，苏仙区坚持
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菜单”，紧扣招商引资项目“顺利落地、
顺利推进、顺利投产达效”要求，全力推动
规范招商、精准招商、安商稳商。
为招好商、招大商，该区拟定了进一步
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办法，并结合区里
资源要素、产业布局等，包装 33 个项目实施
精准招商，还成立新型工业、现代农业等 4
个招商小分队，走出去、请进来招商。
为确保“项目引得进、客商留得住、投
资见成效、企业快发展”
，苏仙区将完善安商
稳商服务机制作为招商引资大行动取得实效
的重大保障性工作来抓，尤其是涉及项目审
批、群众重点关注及办理频次较高的服务事
项，各个单位充分授权至窗口，实现“应进
必进”，入驻事项从 183 项增加到 912 项，确
保项目顺利落地、顺利推进、顺利投产达效。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实现高质量发
展核心是产业，关键是项目。
10 月 15 日，随着一声“开工”，三台
挖掘机进入磨心塘 1 号棚改项目工地，有
条不紊地进行施工作业。看着停工多年的
棚改项目又重新开工建设，牵肠挂肚多年
的拆迁户又看到了希望。
磨心塘 1 号项目是原市防爆电机厂的
居民住宅楼，后被列为棚改项目。虽然
2017 年房屋拆除早已完成，但由于 24 户拆
迁户中有 3 户未签合同，该项目迟迟未能
动工。
为了解决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南塔街道多措并举破解棚改遗留项
目坚冰。“我们积极与区棚改办、区法院
多方协调，与三户的律师积极高频协商，
最终在 10 月 14 日让剩下的三户签订了征

沙滩公园

西河风光带
拆 协 议 。” 南 塔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廖秀峰说，目
前，土地挂牌现已进窗公示。
“项目可以正常推进，既能给老百姓
一个交代，又能减少我们的压力。”项目
负责人李晓红开心地说，项目的前期准备
工作均已完成，预计 20 个月就能完工。
自产业项目大建设开展以来，苏仙区
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责任压得不实、

建设进度不快问题，
建立“三分”调度机制和
“六定”推进机制，推动项目
落地、取得实效。
“三分”调度机制，即分类、分
级、分段定期调度。“六定”推进机制，
即对 42 个重点重大产业项目定任务、定时
间、定进度、定责任、定考核、定奖惩，
开展“产业项目建设竞赛”，纳入全区十
大专项考核，实行奖优罚劣。
截至 11 月底，各项目调度组和联系领
导共召开现场办公会 120 余次，解决难题
30 余个，全区 41 个重点重大产业项目完成
投资大幅上升，完成全年投资计划的
104.5%。

干部作风大提升
——聚焦中心工作跟踪问效
干部作风实不实，群众说了算。
12 月 18 日，郴州长卷项目负责人张少
荣告诉记者：“经过纪委的跟踪督办，干
部工作力度更大，项目进展也更快了。
”
11 月 12 日，苏仙区纪委监委开展全区
重点项目建设监督检查，对项目建设责任
单位和问题所涉及的镇、街道、职能部门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希望项目周边的道路尽快施工，希
望配套设施尽快完善。”张少荣介绍，这
些问题不解决，会直接影响项目的二期施
工以及项目的招商和运营。
对于张少荣反映的问题，苏仙区纪委
监委及时进行梳理，并反馈给相关部门进
行处理。“针对郴州长卷的问题，我们立
即查找过去的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的
要求，一一进行限时交办，如没有完成，
就会启动问责机制。”苏仙区纪委监委作
风办工作人员曹斌说，我们也将定期或不
定期地进行现场督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苏仙区行政中心

苏仙区开展干部作风大提升以来，针
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慵、懒、散、慢”
等作风问题，从抓干部上班纪律、工作纪
律入手，划出红线。目前，已追责问责 92
人，大大提升了干部的作风，为全区履责
尽职营造了良好氛围。

同时，苏仙区纪委监委还把监督重点
聚焦到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上，将主要
领导批示落实情况、重要会议精神学习贯
彻情况以及脱贫攻坚、债务化解、文明创
建、重点项目等中心工作纳入作风大提升
专项监督检查范围，及时跟踪问效。

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工作引领作用
□ 本报评论员

城东新区 （本版图片由苏仙区委宣传部提供
本版图片由苏仙区委宣传部提供）
）

从 城 市 到 乡 村 ， 从 机 关 到 村 （社
区），苏仙区把“党建大引领”专项行动
置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引领地位，抓
住了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核心。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是基层各类组织、各项工作
的“主心骨”。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是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苏仙区委、区政府全力抓党建，干部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作作风扎实有
力，工作业绩稳步提升，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村支部书记作用，推动基层管理井

井有条。苏仙区的实践证明，生动活泼、
亮点纷呈的党建工作，能够有效提升基层
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党员队伍的战斗力，能
够更好地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党建成果转化
为发展成果，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强有
力推动作用。
党建工作的本质就是群众工作。发挥
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不可“移花接木”，
而要结合实际创新党建模式，做好群众服
务。具有苏仙区特色的“1+N”党建工作
站示范点建设，通过扎实开展政策宣讲下
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化解矛盾下基
层、推动发展下基层“四下基层”
，让机关

干部深入到基层群众、项目一线中去，走
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基层党组织
服务群众能力不断增强，很有借鉴意义。
检验基层党建的成果，还要用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实效来检验。苏仙区把党建工
作与招商引资、产业项目、社会管理、脱贫
攻坚、扫黑除恶、美丽乡村建设等中心工作
相结合，以重点工作的推进来检验党建工作
的成效。这也启示我们，党建与中心工作深
度融合，能够实现党建与中心工作的相互促
进和良性循环，从而以更大力度推动管党治
党由“被动抓”向“主动抓”转变、引领发
展由“围绕型”向“融入型”转变，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