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亏了村干部，现在碰上
旱天，我们也有干净的水喝了。”
一位茅洋乡溪东村村民说。

溪东村地势高，单靠乡自来
水无法满足上游村民生活用水的
需求，每到干旱时节只得喝浑
水，村民意见很大。在该村的村
务会商中，30 多位村干部、党
员、村民代表提出建造小水库解
决饮用水问题。村党支部、村委

会根据村务会商初步意见，专门
召开了村四套班子、全体党员及
村民代表会议，多方征求群众意
见后，报乡、县里水利部门论
证、审批立项，很快堰坑小水库
完工并投入使用，困扰村民多年
的饮水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今年来，茅洋乡以“基层党

建为主线、社会治理为抓手、强

村富民为目标”，抓牢“党建”的
引子，谋划社会治理的篇章，将
溪东、山下叶、郑家庄、小白岩、
银洋等五村串联打造“党建+社会
治理”精品带。

该乡突出“领头雁”示范。
通过党课宣讲、图版宣传石维坚、
顾有光、丁道理等领头雁事例，
深化影响，有效激发片区内村干
部的干劲和动力。此外，通过完
善落实固定生活日、干部值班、
联户代办、设岗定职等制度，基
层党组织活力迅速被激活，党建

力量转化为生产力，富民产业以
干部先行群众效仿的方式得到迅
速发展，多个村庄一改旧貌。眼
下，溪东村烧烤、山下叶村民宿、

银洋村 3D亲子乐园等旅游产业已
初步形成。

除了发挥示范效应外，该乡
还坚持抓载体促发展。落实农村
小微权力清单、村规民约等管理
制度，实行每周一次村务会商会
议、半个月一次村民代表会议，
全面推行党员联户和干部分片制
度，通过以民主、法制、规章来
推进新常态下的农村“依法治

理”。并结合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工作，每月开展党员干部环境大
扫除活动，建立干部、党员、代
表、村民四级环境管理网络。目

前，精品带各村已初步形成村级
事务群众参与和群众事务村级办
理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

(记者 洪笑然)

吃地道小海鲜，住农家客栈已
逐渐成为很多游客休闲之旅的首
选。近日，记者在墙头镇方家岙村园
中园客栈看到，老板王德良正忙着
打扫卫生，为十一黄金周做准备。
“别看我们只是一家小小的农家客
栈，但是各项配套设施还是一应俱
全的，我们夫妻两每天都想把客栈
打理得舒适一些，让城里人住着不
想走，来过还想再来。”王德良说。

作为一名入党十多年的老党
员，王德良的客栈门口，还显眼地挂
着党员经营户的标志牌。“有了这块
牌子，我就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让自家的农家客栈在诚信经营、
环境卫生、服务管理等方面更胜一
筹。”王德良说。
据村书记欧昌伍介绍，随着休闲

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农家客栈正成
为美丽乡村富民留人和返乡创业的

新兴产业。方家岙村作为全镇党建精
品线的上重要一点，更要突出发挥党
员在商业经营中的模范带头作用，着
力让党员身份成为“农家客栈”经营
的“金字招牌”，促进旅游业健康长远
发展。

今年以来，墙头镇围绕“点线建
精、整片建强”，推出“四点一线”的
党建促发展的精品线，即把方家岙、
溪里方、墙头、舫前等四个地域相近、
基层基础扎实、产业结构相似，且有
一定发展潜力的村党组织，打造为
“一村一品、错位发展”符合乡村旅游
市场需求的党建精品线路，全面实现
党建工作和旅游产业发展两促进、双
提升。
除了方家岙村审时度势、抓住机

遇，打造“党建+旅游”新模式外，党建
精品线上其他乡村也结合自身特
色，将党的建设力度穿透到旅游产

业发展中。溪里方村积极动员全村
党员大力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
动，全面提升村容村貌；墙头村党支
部在稳步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
设的基础上，充分动员党员干部中
的能人好手，让党员、群众富在产业
链，形成以基地为纽带、服务为宗旨
的党建示范点；舫前村党支部积极
鼓励党员发展农家餐饮住宿业，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同时，在创建过程中，党建精品
线上的四个村还注重发挥党员干部
参与性和积极性，全力营造党建与发
展、党建与稳定相辅相成、共同提高
的良好局面，树立全镇基层党建样
板。目前，党建驿站、党员旅游服务中
心、党员经营户标识牌均已安装到
位，党员环境卫生区域包干、划片定
岗成效明显，党建氛围日益浓厚。

（记者 潘怡帆）

墙头镇:“互补”党建精品线串联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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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整、融、实”力促基层党建“整片建强”
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

会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之后，
浙江省委明确了基层党建“整乡
推进、整县提升，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的思路主线，宁波市委
谋划勾勒了“点线建精、整片建
强”的实现路径。今年以来，我
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精神
要求，立足实际，制定出台基层
党建全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通
过科学规划、示范带动、整体推

进，围绕基层党建示范点建设，着
力推进基层党建“整片建强”示范片
（区、带）建设。其中，到 2016年底，
全县计划建成 10个基层党建“整片
建强”示范片（区、带），力争“整乡推
进”达标镇乡（街道）比例达到 60%、
示范镇乡（街道）比例达到 30%。

为实现目标，在具体实践推
进中，我县坚持“整”的概念，从抓
点转向抓面，辐射推进基层党建
全面提升、全面过硬。坚持“融”的

理念，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增强
党建工作牵引力。坚持“实”的观
念，体现基层党建工作的时代感、
务实性和欢迎度。其间，积极推行
“党建+社会治理”“党建+全域旅
游”“党建+美丽乡村”等方式，加
大“产业型”“网络型”“流动型”
“功能型”党组织建设力度，实现
了区域范围内农村（社区）、两新
组织、特色产业等各领域党建融
合发展。 （记者 金旭）

河水清清，回廊蜿蜒，凉亭精致
……站在晓塘乡青山头村的河边远
望，一条“水乡美景长廊”跃然眼前。
目前，该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加固维护年久失修的护岸，沿河道

修建休闲文化主题公园，创建文化
礼堂，各项实事工程紧锣密鼓推进。
今年来，该乡党委提出“红旗和村”
发展思路，以月楼、中岙、青山头、做
布厂、双连峙为党建主阵地，打造

“党建+和合治理”精品线，重点通过
深化“书记账本”工作载体，形成以
基层党组织书记为责任主体，将村
级党务村务进行项目化管理的的村
级治理机制。

据介绍，“书记账本”分党建类、
民生类和实事类三大项目，由定账、
对账、评账三个环节组成，每个项目

都经党员、村民代表会议商量讨论
决定，并由乡项目推进组实地踏看
后审核确定。账本明确了每条账目
的目标任务、形象进度和具体责任
人，将村里能干事、有担当的干部、

党员作为账目的责任人，并向村民
公开公示。今年党建精品线上的 5
个村，共入账 10 个党建、民生类项
目和 28个实事类项目。
“书记账本”推动了村庄发展。

“‘书记账本’白纸黑字，老百姓看得
明了，你不想办法把事情解决了，账就
欠下了，干部也就失去了威信。我们情
愿跑烂几双鞋，磨破一张嘴，也不愿意

欠下民情账，免得心里有负担！”青山
头村党支部书记蒋秋军说。青山头村
年初共安排党建、民生类项目 10个，
实事类项目 8个，在综合对账的促动

下，各个项目推进顺利，村庄面貌有了
极大改善。
“书记账本”架起了干群连心桥。

月楼村党支部书记黄和振表示，原来
村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搞环境卫生这
块工作，部分老百姓质疑我们作秀。通
过年底书记账本的亮账，村里将一年
在卫生保洁所取得成绩亮给老百姓，
得到了他们认可。今年，在义务保洁队
的组建、每月定期大清扫活动上，都比

较顺利地开展。到目前，保持村庄清
洁，成了老百姓的一种习惯。
“小账本”带来“大治理”。目前，

该乡农村干部干事创业的氛围逐渐
形成。年初至今，5个村 28个党建、
民生类项目已全部启动，完成“结
账”项目 20个，10个党建、民生类项
目全部落实。 (通讯员 郑小燕)

“党建 +社会治理”

“党建 +全域旅游”

庭前院内清扫一新，贴上庆
贺开业的大红对联。近日，鹤浦
镇高坎头村支委委员赵小菊的
农家乐迎来第一波客人，成为该
村“党建+旅游”示范创建过程中
的新亮点。

近年来，鹤浦镇积极探索农
村党支部、基层党员引领旅游产
业创业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大
沙—大百丈—小百丈—高坎头”
的海岛旅游党建精品带雏形。
“将党建作为生产力要素，充

分挖掘整合村内旅游资源，引领
村民致富，带动集体经济发展是
海岛旅游党建精品带的核心理
念。”鹤浦镇党委负责人说。

大沙村拥有原生态的月牙形
沙滩，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小百
丈村拥有百亩茶园、百万方水
库和明末兵工厂遗址；大百丈
村有鹤浦最大的千亩桔园基
地，现存宋元时期岩画遗存；高
坎头村背山面海，近 3000 亩养
殖塘和 300 亩粮食功能区带来
的“钓蟹游”“赏花游”“古道
游”等已人气渐浓。鹤浦镇党委
适时引导村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按照“党建+”模式，争做引领
本地旅游产业发展的“前锋”。根
据各村实际摸清基础，找准规划
精准定位，如大沙村定位为党建+
中高端民宿精品，小百丈党建+生

态休闲观光，大百丈党建+海岛历
史遗迹探访，高坎头党建+渔家渔
味体验品尝，形成明确的“一村一
品”格局。与此同时，率先创业成功
的党员自发“亮身份”，带头做到诚
信、规范经营，自觉接受监督，以
实际行动影响、带动了周边其他
从业人员，努力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在大沙村，村
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数月时间拆
除危旧房及一户多宅 40余间，整
理土地 50余亩，引导 15家村民
建立农家乐，海岛旅游红利日渐
显现。

(特约记者 楼美易
通讯员 徐凯凯 楼季魁)

“党建 +美丽乡村”

这几日，丹西街道仇家山村的
“党员红黄灯”前，经常会聚集一些党
员。原来，“党员红黄灯”是根据党员三
会一课执行情况、党员活动日开展情
况，以及遵守村规民约，履行党员义
务方面来进行月度比对，符合要求
挂红灯，不符合要求挂黄灯。与此同
时，该街道西港村的“党员诚信果
园”、董何碶村（新碶头）的“党员工
分榜”等也悉数亮相，村庄党员优劣
一目了然。

据了解，这些村庄的党建内容
是丹西街道“海棠湾”“党建+美丽
乡村”示范带建设系列活动之一。
该系列活动将推动仇家山、新碶
头、西港、董何碶村（以下统称为
“海棠湾四村”）共同发展，以党建
文化为发力点，力争在两年内使
“海棠湾四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村
庄基础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
产业发展全面提升，打造一个田园
风光与乡村文化交融，集体增收与
村民致富共赢的升级版美丽乡村
片区。

“在推进‘海棠湾’‘党建+美丽
乡村’示范带建设中，一方面凸显党
建引领作用，扎实做好规范支部台
账、党员双亮、党务公开、党员活动
日等基础性工作，着力提升区域内
各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另一方面，
凸显规划指导作用，根据各村实际，
深入挖掘具有当地特色的历史文
化、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周边临近资
源，突显独有的个性化元素。坚决不

搞大拆大建，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尽量
保留农村的原汁原味，真正体现望得
见田园、留得住乡愁的意境。”丹西街
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明年年底前，“海棠湾四

村”村道绿化、庭院绿化及相关公共
区域绿化后，将统一种植或穿插种植
海棠花。届时，处处海棠，满目春色的
“海棠湾四村”将聚集众多四季游客。

（记者 欧乔娜）

晓塘乡：“小账本”带来“大治理” 茅洋乡：抓社会治理促精品带建设

鹤浦镇:海岛旅游党建精品带初现雏形

丹西街道：着力打造“海棠湾”示范带

丹西街道仇家山村四套班子察看村敬老院建设进度袁现场野说事冶会商解决问题遥

茅洋乡银杏村田乐园即将开园

翠映溪张、儒雅古韵、颐养

陈隘、茶香潘埠、和美夏叶、小
康土下……目前，一个个颇具西
周特色的基层党建示范村在象西
山区崭露头角。

近年来，西周镇秉承“以
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
的思路，积极打造“醉美山区”
党建精品带，通过“党建+”在
偏远山区、重点村，建设具有
产业支撑、人文特色的典型，
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

“基层党建是农村各项工作
的基础和保障，在美丽乡村建设
实践中，我们党建与经济、文
化、民生和社会管理等相结合，
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水平，
激发党员队伍的活力和干劲，推
动了基层党建与美丽乡村建设互
促共进，呈现“ 1 +1 >2”的效
果。”西周镇相关负责人说。

儒雅洋村充分发挥党组织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
用，探索将支部建在专业合作
社、产业链条上，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影视基地等特色产业，加
快培育精品民宿，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通过打响“浙江省历
史文化名村”名片，搭建宁波市
书画创作基地，该村半年来吸引
游客、摄影写生、书画创作者
1300余人。

隔溪张村围绕特色村建设，
累计投入 400余万元，休闲公园、
果园垦荒、文化礼堂一一开工建
设。通过党员带头建设、带头拆
违、带头服务，精品带沿线建设
不断推进。今年以来，精品带已
实现新建道路 1700 余米，新建
公园 2处，露天停车场 1处，累
计修缮古旧建筑 4000余平方米，
拆除违法建筑 900余平方米，宜
观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已初
现雏形。

同时，西周镇大力推行农
村党组织“五星管理”和党员考
评机制，将党建、发展、民生、志
愿服务等工作纳入考评体系，定
期进行评星定级，促使党组织和
党员作用发挥。比如，夏叶村实
行党员“五星管理”，各项工作中
充分发挥全村 29 名党员的示范
作用。特别是在“三改一拆”和环
境卫生整治等中心工作中，广大

党员自行拆、协助拆、发动亲属
拆，全村累计拆除危旧房 4000余
平方米。有了党员的支持，村内各
项民生实事工程有序推进，实现
了以党建推动“美丽乡村”的建
设。

通过串联打造，目前，西周
镇逐渐形成了由点及线、连线成
片的“党建+美丽乡村”格局，
达到了“建好一个点、带动一条
线、辐射一大片”的效果。
（记者 郑丹凤 通讯员 钱冰洁）

西周镇：“党建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mailto:jrxs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