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编辑发布中心编辑发布中心：：28908342890834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编责编：：陈华英陈华英 美编美编：：袁丹华袁丹华 校对校对：：郭海龙郭海龙

基层治理的桂阳模式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戴成辉 朱俊林 谭剑 通讯员 肖井冬 唐观文 卢丽娜

优化基层治理，党建引
领是关键；实现乡村振兴，
组织振兴是保障。基层党组
织作为党的“神经末梢”，更
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必
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着力
解决基层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近年来，桂阳县不断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推
进“党建+社会治理”工程，
抓 基 层 、 打 基 础 ， 围 绕 中
心、服务大局，以提升组织
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建
设，通过深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
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12月26日，记者走进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柏
树村党支部，只见村支两委的干部正在热情地接
待来访群众，办公大厅上的党建宣传栏整齐有序，
党建工作制度齐全，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
难以想象如今这个政通人和的市级“文明村镇”
曾经竟是一个“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党建工作抓好后，村里的各项工作也随着
变好了。”柏树村村支书李满宝介绍，为加强村
子治理，该村 2015 年开始实行村干部坐班制、
周例会制、为民服务代办制，并先后成立了党员
之家、儿童之家、妇女之家、老人之家、志愿者
协会等慈善帮扶组织，制定村规民约，村子实现
了“由乱到治，由治到强”“由落后变先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了让基层党组
织这个“火车头”动力更强、开得更快，桂阳坚
持以“五化”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西河先锋
行”党建精品工程和“百支部示范、全面提升”
工程，打造了柏树村、和谐村、西水村、官溪
村、沙坪村等一批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的党
建精品示范点和模范党支部，让“五化”建设学
有目标，看有样板。创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互
看互学互比”活动，按照组织部领导联片、股室
包乡镇的方式，将全县22个乡镇划成4个片区，
每季度组织一次现场观摩交流活动，让乡镇党委
书记、组织委员到现场比一比，找找差距和不
足，促推全面进步、全面提升。

为确保基层有钱办事、有人干事、有场所服
务，该县狠抓基本队伍建设、基本制度落实和基
本待遇保障。在完善村干部规范化管理办法的基
层上，建立健全村干部“凡进必审”制度，对定
员干部出现空缺，一律按照“初审—考察—复审
—试用—补选”的程序进行操作，严禁随意聘请
村干部。推行了“四个一”村级后备力量培养机
制，结合全县的中心工作，将一些优秀的后备力
量安排担任辅警、护林防火员、综治调解员、民
兵干事、村民小组长等，让他们主动参与村级中
心相关事务，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做到“备而有
用”。投资近4300万元改扩118个村级党群活动
中心，不足300平方米的村级活动场所实现全部

“清零”。村党组织书记基本报酬达到每月3240
元，其他干部全部按10.9执行到位，村级运转
经费达到28.7万元。

同时，桂阳率先在全市推行社区网格化管
理，城区被划分为 120 个网格，农村被划分为
877个网格，按照“一个网格配一名网格员、一
名警务员、一名调解员”的标准构建“一格三
员”工作格局。自网格化管理工作开展以来，群
众办事有网格员帮忙，治安有警务员守护，矛盾
纠纷有调解员化解，全县公众安全感、幸福感年
年攀升。

通过建强基层党支部、实施网格化管理，桂
阳县形成了“群众点单，支部下单，网格员和党
员接单”的服务模式，让基层治理更有效。今年
以来，该县村 （社区） 干部为民代理事务10万
余项，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2万多个，化解各
类纠纷矛盾1000余起，真正实现服务群众“零
距离”。

强组织

基层治理更有效

党的领导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
不能缺失、不可替代。桂阳县深入推进

“党建+基层治理”工程，充分发挥党建
对基层治理的引领功能，加快构建了基
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和服务体系，推
动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并进”。

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基层治理、团结
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和
党建工作，要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质
量，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党建工作是抓基层打基础的长
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把基层党建与基层
治理相结合，是新时代实现基层治理现
代化的主要思路。桂阳县认真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紧扣省委加强
基层建设“1+5”和市委加强基层党建

“1+4”文件要求，狠抓基本制度落实、
基本队伍建设、基本组织覆盖、基本活
动开展、基本保障投入。坚持以高质量
的基层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基层治理，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党员“凝心聚力工程”、“支部战斗
堡垒工程”、“人才助力发展工程”，推动
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全面过硬，走
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兴产业、促发展、保
稳定的新路子。

基层党组织要在基层治理
中发挥引领功能，需要充分

发 挥 基 层 党 建 的 载 体 功
能，并牢牢把握社会治理
“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

本价值遵循，有的放
矢地开展党建工作，

全方位服务于人民
群众需要。桂阳

县推行的“多网
合一、互联互

通”，将党建
融 入 发

展、融入
民 生 、

融 入 区
域、融入群

众 ， 推 动 各
级领导干部转

作风、下基层、
优服务、提质效，

以高质量的基层党
建助推高质量的基层

治理。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实现乡

镇 （街道）、村组、社区志
愿服务队的全覆盖，开展重

点志愿服务十余项，引领向
上向善的乡村文化。依托行业部门搭建
党建服务中心，实现了党建带头、党群
共建、资源共享、阵地共用、活动共
办，让“两个覆盖”有形有效，增强了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党建引领重在政治引领，要紧扣基
层治理的现实问题，提供方向引领和重
要保障，促进基层治理发挥实效。桂阳
县大力实施“先锋行”党建精品工程，
打造一批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
理、促机关效能提升、促民营经济发展
的党建精品示范点，让“五化”建设学
有样板，比有目标。投入近 4300 万元，
实现不足300平方米的村级活动场所全部

“清零”，全面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率先
推行村干部专职化管理，为村干部定
岗、定编、定责，明确“十个坚持”“十
个不准”，加强了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关
爱，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战斗力。
有效推动工作在基层落实、事务在村级
办理、问题在一线解决，有效提升了农
村基层治理能力。该县连续 7 年被评为

“湖南省平安县”，连续3年被评为“湖南
省综治工作先进县”。

高高质量党建引领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基层高质量基层治理治理

□ 本报评论员

“种植玉竹的利润不低，而且我们会帮您联系买
家，不用担心卖不出去……”12月27日，莲塘镇润
冲瑶族村扶贫队队长刘典华鼓励贫困户发展自有产
业，为贫困户制定明年的产业发展计划。

近年来，桂阳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脱贫攻坚中
的作用，调优配强驻村帮扶工作队126支，调整驻村

工作队长 76 名。全面实施精准扶贫“4321”结对帮
扶工程，全县近7000名干部职工与全县贫困户结成
帮扶对子。全力推进脱贫攻坚“1172”工程和“十大
行动”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脱贫攻坚突出问题

“九个清零”行动。截至目前，全县 33 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11258户28319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
年5.13%降至0.28%。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和乡村振兴扬帆起步
阶段的交汇期，桂阳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农业
发展与产业兴旺共同谋划，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扎实开展“一村一产业一户一工人”行动。
由乡镇党委、政府统筹安排部署、村支两委及驻
村工作队组织实施、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配
合，确立了每个村的产业发展定位。目前，全县
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贫困
村、贫困户建立直接或间接合作关系的有 127 家，
每个贫困村均有一家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
联结，实现了村村有产业、有企业、有合作社，户
户有项目、有增收来源。

莲塘镇以利诺生物药业、富硒中药材公司等 3
家骨干企业为龙头，8家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为纽带，
将全镇2000多户药农、78家加工作坊统一起来，带
动药农亩平增收9000元，形成了基地面积3万亩、年
加工量 800 吨、年产值过 5 亿元的中药材特色小镇，
被评定为“全国‘一村一品’（中药材）示范镇”。

同时，桂阳不断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
工作，在工业园区成立了“企业党委”，以“优服
务、 勤学习、促交流、乐休闲”为设计理念，为园
区内的党员及群众建设了一个高标准的党群活动服
务中心。不仅为党员提供一个能够学习交流的平
台，也为企业、客商搭建了一个温馨的港湾，增强了
党的工作对园区企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让党群服务
更加全方位，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越来越多企业骨
干人才向党组织靠拢，党员队伍
和后备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目
前园区建立了党支部19个，党
组织覆盖率达到100%。

“公司把管理好 5 个党
支部80名党员，作为打造
优秀团队，塑造企业文
化 的 核 心 工 程来抓，
以党的建设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湖南
省桂阳银星有色
冶炼有限公司党
总支书记彭国
友说，如今
党建工作已
经 成 为 了 企
业文化的重要
一部分。

通 过 园 区 党
建 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园区全体党员干
部 职 工 的 思 想 认 识 、
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不
断提高，干部职工的责任
意识干事创业精神大大增
强，有力地推进了园区企业
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
工作，促进了园区各项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预计2019年，全县可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627.49亿元，同比增长6.12%；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186.19亿元，同比增长8.5%。

兴产业

生活富裕奔小康

12月27日，桂阳县古郡志愿者协会来到
莲塘光明中心校，为 97 名贫困学生送去

“温暖包”。每个“温暖包”里装有棉大衣、
帽子、手套、书包等物品。孩子们拿到“温暖

包”后，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换上新衣、戴上新
帽，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近年来，桂阳县社会组织不断增加，古郡志愿
者协会、蓉城志愿者协会、慈善总会等社会团体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这些社会团体往往都是“各自
为政”，没有规范的组织机构，管理意识淡薄，缺乏后
续自我发展的动力。

为此，桂阳县依托两新组织行业（系统）部门，创
建 5 个党建服务中心，推动两新组织“共建共享共
融”，实施“党建引领+党群联动”工作模式，将两新
组织党组织与协会、工会、志愿者服务队紧密联合起
来，工、青、妇相互配合，做到党建带头、党群共
建、资源共享、阵地共用、活动共办，极大提高了两
新组织凝聚力和社会感召力。并按照“7 个一”标准
配置相关物品，设立了共享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
室、多功能室、图书阅览室、党建工作站等全功能区
域，让社会组织各支部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党建
工作“专场”。

“有了共享的根据地，我们协会党支部和其他社会
团体的交流方便多了，开展志愿活动也更加规范有序
了。”桂阳县古郡志愿者协会的党支部书记谭宜达介
绍，通过党建引领，该协会越来越壮大，目前已经发
展会员 1260 余人，今年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扶贫助
学、帮残济贫、敬老扶孤、文明劝导等公益活动超过
200余次。

培育好乡风、民风，成风化人是乡村治理的重要
一环。为了更好发挥党建在促进文明乡风的作用，桂
阳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彭生智为主任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县委副书记、县长朱阳辉则担纲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长，下设专家学者、科技人才、健康
医卫、乡村振兴等13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并依托县
直机关、镇村等成立基本志愿服务队 212 个，村 （社
区）志愿服务分队373个。志愿服务队伍在单位、乡镇
（街道）、村组、社区实现全覆盖。

如今，桂阳已经重点策划实施了“新风讲习”基层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百座戏台千场戏”文化惠民志愿
服务、“我为大家巡一夜 大家为我巡一年”平安守护志
愿服务等十大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创立了“四点半课
堂”“保护母亲河”“关爱抗战老兵”等近百个特色志愿
服务项目，全县各级志愿服务组织达700余个，注册志
愿者达13万余人。2019年，桂阳共开展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4000余场次，形成了人人“争做志愿者、参
与新实践”的生动局面，文明之风吹入千家万户。

促文明

新风吹进千万家

桂阳县正和镇交粮口新村桂阳县正和镇交粮口新村

开展开展““结对帮扶日结对帮扶日””活动活动

科技人才志愿服务队下乡服务科技人才志愿服务队下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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