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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振 通讯员 陈鹏程 陈海光

结合中心工作实施课题研究、围
绕改革创新提供对策建议、开展爱心

公益履行社会责任……连日来，县发
改局青年读书会开展了多项主题活
动，促进青年干部加快成长，全面提升
干部综合素质。

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宏观管理部门，
县发改局党委一直高度重视干部队伍
建设，尤其注重对青年干部培养，经常
有意给他们“压担”“加餐”，还专门制定
了“春苗计划”，通过“师徒结对”的形式
帮助青年干部成长，使其尽快成为懂政
策、懂法规、懂经济，会谋划、会管理、会
服务的“三懂三会”干部。
“青年读书会则是县发改局培养青

年干部的一个重要平台，围绕‘精研、交
流、共成长’主题，我们每个月会安排一
次以上的集体学习活动，既有专家讲
座、成员演讲、图书漂流等理论学习，也
有考察调研、爱心帮扶、志愿服务等实
践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让
青年干部在开拓视野，提升业务水平的
同时，能够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干事
担当意识，更快更好地得到锻炼成长。”
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
作，县发改局青年读书会立足工作实
际，积极组织局机关青年干部发挥自身
专长特长，为象山发展出谋划策。一些

青年干部勇挑重担，作为中坚力量参与
了《浙江象山海洋综合开发与保护试验
区规划》《象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重要规划编
制，诸如《象山接轨宁波港口经济圈建
设的总体构想》《加快谋划象山港大桥
经济圈》等十余篇研究论文和专题报告
也在各类省、市级刊物上发表。

与此同时，县发改局青年读书会不
仅上好“大课”，还分组结对上好“小
课”。今年初，20 多名读书会成员分 5
组成立课题组，分别选定“象山经济发
展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创
新体系”等与象山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课题进行研究攻破。截至目前，经过努
力，各课题组都已经打磨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特别是在 6月份
全县“万众创新找补短板”竞赛活动中，
县发改局青年干部读书会提交的《象山
发展短板的逻辑思考和对策建议》，以
其独特的视角、深入的思考，在 30多篇
参赛文章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并
受到各界专家学者的好评。

记者 金旭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实现领
导班子新老更替有序的重要举措，
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
火相传的根本大计。“路遥知马力，
烈火炼真金。”年轻干部的健康成
长，既要靠自身的勤奋努力，更离

不开组织的教育培养。我县始终把
教育培养年轻干部作为建设高素
质干部队伍的一项先导性、基础
性、战略性工程。自 2013年起，我
县认真把握年轻干部的成长规律，
推出梯次培养模式，从思想教育、
能力提升、视野开拓等方面，全面
实现对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加

力”、管理“加劲”。
“一人一策”定制菜单。建立

《年轻干部培养手册》，针对年轻
干部的不同特质和能力需求，规
划符合个性需求的成长路径和目
标，注重对年轻干部成长过程中
综合情况的跟踪了解、分析研判，
便于提出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

的培养举措。“导师帮带”关心帮
扶。精心选择部门、镇乡（街道）领
导班子成员、老同志与 35周岁以
下的年轻机关干部搭班结对，帮
助年轻干部快速提升自身的综合
素质和基层工作能力。
“年轻干部要想把知识储备、

政策水平转化为经世致用的能

力，就应该到改革发展的主战场、
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
最前沿热热身、出出汗”，县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说。为此，我县以
“横向挂职压担子，纵向挂职提能
力”为目标导向，实施分类挂职实
践历练法，通过一线挂职、“组团
打包”挂职、挂实职锻炼等方式，

促使各类年轻干部在急难险重中
增长才干、在比学赶超中脱颖而
出。三年以来，198名新提任县管
领导干部中优秀年轻干部就占到
了三分之一。

现刊发部分单位在年轻干部
培养管理上的特色做法，以飨读
者。

搭建年轻干部培养“快车道”

县发改局：青年干部精研、交流、共成长

记者 潘怡帆 通讯员 黄鹏

在每月一次的读书会上，县财政
局的会议室里总会传出一阵阵热烈的
讨论声，局里的青年干部们聚在一起
交流读书心得，相互推介书籍。“‘读
书会’活动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互相交
流、增进友谊、促进了解的平台，同时
也让我们养成了爱读书、多读书、读好
书的习惯，大家受益匪浅。”财税干部
刘丹丹说。

为进一步营造浓厚学习氛围，打造
学习型机关，提高青年干部综合素质，
2011年，县财政局以青年干部读书会
为载体，培养青年干部读书的良好习
惯，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全力打造团员
青年学习交流主阵地。

青年干部尽快地成才需要载体和
平台。县财政局以“智慧头脑，广博心
灵，开阔视野，指导实践”为宗旨，推荐
一定数量优秀书籍，规定每位成员要做
到“读书三个一”，即：每位青年每年至
少阅读一本指定书，每年撰写一篇读书
笔记，每年在读书心得体会交流会上发

一次言，全力引导读书会成员自觉培养
读书兴趣。

以“探索财税学习路径”为主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结
合自身经历，开展“薪火相传———我们
在财税的青葱岁月”访谈活动；组织观
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并结合自身工
作进行发言，交流心得体会……除了
读书学习外，县财政局每月还会举办
一次“青年干部讲坛”，选择青年最关
注、最感兴趣、最前沿的选题，鼓励每
个青年共同探讨当前的热点问题，进
一步形成大家共同参与、思考、切磋的
互动氛围。

同时，为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县
财政局积极组织青年干部到象山影视
城参加群演，赴晓塘乡西边塘村体验新
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化社会实践，感悟
人生体验。

此外，还专门邀请有关人员做业务
知识、人文政治等专题讲座辅导，深入
浅出地讲解党的方针理论政策、当前的
国内外形势和中心工作任务，并在读书

会的基础上，成立县财政局青年干部志

愿者队伍，深入基层第一线开展财税服
务和调研工作。
“面对面的接触，心与心的交流，使

财税青年干部深深感受到了党组织的

关怀与温暖。一批批青年干部在这里成
才，有的通过选拔走上了领导岗位，有
的成为了科室的骨干力量。”县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说。

县财政局：读书会助青年干部成才

县财政局组织青年干部赴中国财税博物馆参观学习

县发改局青年干部开展课题讨论

通讯员 石青

日前，石浦老城延昌片
棚户区改造调查模式工作进
入扫尾冲刺阶段，以 30余名
青年干部为主力的工作组在
2个月内完成 1300余户登记
调查。在石浦，像这样青年
干部当主力上一线的工作现
象越来越普遍，在金山路征
迁、沿海南线两侧拆违、
“清三河”创建等多项重点
工作中，都少不了青年干部
忙碌的身影。

石浦作为省小城市和市
卫星城市，工作量大面广，近
年来面临工作任务越压越
重、干部力量却青黄不接的
矛盾状态。石浦干部队伍的
一大特点是年轻干部多，30
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有 50 余
人，占到干部总数的三分之
一，且大多是从家门、校门直
接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让青年干部尽快地站上一
线、扎根群众、成长成才是干
部队伍新老交替形势下的重
要课题，也是干部梯队培养、
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
求。为此，石浦镇制定青年干
部成长“蹲苗”计划，以青年
干部读书会为平台，严格管
理、精心培养、大胆使用，大
力推行夜学夜训、“以老带
新”“师徒结对”“挂职培养”
“经验分享”等工作机制，并
引导读书会加快向“创业会”
“干事会”发展。将青年干部
队伍打造成为服务小城市培
育、卫星城市建设的“先锋
军”“生力军”。

“实干论英雄，英雄在一线。培养青年干部最好
的方法就是放在各种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去磨练。”县委
常委、石浦镇党委书记孙小雄介绍。石浦镇将青年干
部推上重要工作、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三重岗位”
进行压担锻炼，安排青年干部上一线、包项目、比攻
坚，让青年干部尽快成长，成为石浦镇挖掘工作潜力
的重要方法。今年上半年，石浦镇先后将 48名青年干
部送上老城区棚改、东部区块建设、番西项目拆迁等
多个急难险重的工作前线。通过实践锻炼，越来越多
的青年干部得到上下认可，成为各线争抢的“香饽
饽”。

来自余姚的 90 后姑娘景文涛初来石浦时方言不
懂、地情不熟，上访户反映情况听着像“外语”，联村
入户嘴都不敢开。在青年干部带动和老同志鼓励下，
景文涛学起了蹩脚的余姚腔调石浦话，如今她已经能
独立在村里大大方方主持会议了。同样是 90 后的吴
婕，刚分配到石浦渔村联村时被村干部嫌弃，村干部
向镇领导抱怨“来了个丫头片子”，可不到一个月吴婕
用踏实严谨的工作态度、泼辣干练的工作作风改变了
村干部们的认识。刚到乡镇就被派到房屋征迁一线的
章望伟，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实践已成为青年干部中小
有名气的“政策通”。

一线、前线的锻炼让青年干部淬炼出严实过硬的
作风，加班加点成为工作常态。去年从银行考入石浦
镇的王晓燕对此深有体会，“网上戏言，最苦不过
‘银行妹’，到石浦后才知道乡镇干部的苦和累”，在专
项工作和考核任务“撞车”期间，她因为连续两周加
班，年幼的女儿发烧生病只能塞给丈夫照顾。刚当

“奶爸”的安吉小伙郑兴，忙于棚改登记和新农村项目
建设，连续四个周末没有休息，只能借助微信朋友圈
抒发一下对儿子的思念，“看着大家周末都在加班，
自己也不好意思休息”。

石
浦
镇
：

压
担
蹲
苗
加
快
青
年
干
部
成
长

记者 潘怡帆 通讯员 石微

道路平整洁净、文化礼堂修缮一
新、杂物堆放井然有序……在“第一书

记”沈励的带领下，经过去年一年的环
境整治，墙头镇下沙村的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也令人对这位“第一书记”不由发
出赞叹。“当初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下村

多半是来走过场，来基层‘镀金’的，要
改变村民的这种想法，我就必须沉下心
来，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扎扎实实

地干出事情来。”“第一书记”沈励说。
除了下沙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沈

励另一个身份则是墙头镇青年智库团的
一员。曾担任大学生村官的他由青年智
库团向镇党委推荐，作为“第一书记”全
脱产驻扎在下沙村，主持村级工作。

近年来，墙头镇始终把做好新形势
下的青年干部作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着力打造一支立场坚定、素质过硬、能
力突出、作风优良的优秀青年干部队
伍。墙头青年智库作为该镇锻炼培养青
年干部的平台，拥有首批会员 25人，采
用领导结对帮带形式，围绕新农村建
设、乡村旅游发展、综治政法提升等多
个课题内容进行调研交流。

“青年干部大多工作阅历较浅，工
作经验不足，尚无法承担起独当一面的
工作重任，我们也希望以智库团为载
体，充分调动和发挥青年人才的生力军
作用，为镇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供

智力支持。”墙头镇党委负责人说。
为进一步丰富成长实践经验，墙头

镇还根据工作需要和青年干部特点，有
意识地将青年智库团安排在政策处理、
重点项目推进、信访维稳、矛盾化解等
工作中，早压担子、多压担子，平时多分

配突击性、攻关性、复杂性的工作任务，
让他们在压力中锻炼成长，提高心理承
受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同时，积极开
展“三个一”活动，即：每月开展一次智
库交流、每季度做一次课题调研、每年
出一次调研成果。今年年初，墙头镇安
排了 5名优秀青年干部到工业、旅游、
城建、交通等各个重大项目中压担锻
炼，经过半年历练，5名干部均成长为相
关科室的业务骨干。

同时，墙头镇还不断组织青年干部
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进一
步促进青年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
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
观，并建立定期检查、定期汇报、年度考
核、民主监督等管理制度，加强对青年
干部的日常组织管理。

墙头镇：青年干部智库团助力发展

墙头镇青年干部开展关爱野小候鸟冶行动

石浦镇青年干部入户核查登记棚户区居民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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