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黄琴

“老人们上了年纪害怕孤独，只
要一有人来看望他们，他们就很高
兴。这项工作做起来虽然不易，但做
完后看看效果，我心里美滋滋的，今
后要坚持下去。”近日，丹东街道梅
园社区志愿者黄女士在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发出了探望空巢老人的照
片，获得朋友圈的好友纷纷点赞，还
有不少人给她留言：“活动很有意
义，要怎么参加？”“下次有活动叫上
我啊！”

社区志愿者上门看望老人只是
丹东街道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的一个
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丹东街道结合
“书记账本”和自身党建工作职能，
积极探索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新
路径，依托“五小五大”载体，建立健
全党员志愿者活动工作机制，实现
志愿者队伍街道全覆盖，设立“小平
台”汇集“大信息”、创设“小管家”提

供“大服务”、推行“小走谈”实现“大
民主”、建立“小队伍”促进“大平
安”、组织“小活动”搭建“大舞台”，
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工作，3 月学
雷锋活动，4 月爱国卫生，5 月助残
活动，6 月少年儿童关爱，7 月党内
关怀，8月送清凉，9月文明宣传，10
月敬老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丹东党建服务网、社区党员志
愿者服务平台、丹东街道社保服务
平台……街道制定信息小平台实施
方案，明确党组织、村（社区）党支
书、党员志愿服务者分别为第一执
行组织、第一责任人和信息搜集群
体，推行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三
级党建服务网络以及社区、网格、片
组、楼幢四级管理模式，同步建立党
建工作群，实施月报制度，及时记录
上报社区民情并分析研判，带动辖
区 2万余名群众参与信息库建设，
累计搜集社区民情信息 1000余条，
信息有效率达 59%，实现“小平台”

汇集“大信息”的目标。通过整合社
区志愿者资源，街道建立了志愿者
“小管家”服务站，同时配套开设社
区网站、民情信箱、求助电话等信息
联络平台，由社区主任担任服务站
管家，组织社区志愿者采取整时段、
广区域、多层次、全覆盖等形式开展
志愿服务。党员志愿者采取“日常结
对、定期集中、随时应急”等服务形
式，根据帮扶对象实际需求，提供
“一帮一”或“多帮一”便民服务，与
共建单位开展微心愿认领、爱心义
卖、爱心助学、“敬老助弱”暖人心等
行动，实现“小管家”提供“大服务”。
“你对社区近期开展的服务满意

吗？”“工作人员接待的态度如何，办
事效率是否满意？”在党员干部联系
群众制度基础上，街道开展党员志愿
者“走谈”行动，配套建立民意收集、
意见梳理、难题破解、结果反馈等一
系列工作机制，由社区党组织每月定
期向党员、居民代表、村民代表当面

征求本月汇总意见，并通过公开栏、
电子公示牌、QQ群、回访等形式反
馈上月问题解决办理情况，用“小走

谈”实现“大民主”。截至目前共召开
33次民主座谈会，累计收集群众建
议 1000余项，落实解决 821项。

街道还完善党员志愿者注册登
记、服务培训等管理方式，采用“小
队伍大范围”模式建设党员志愿者
特色服务团队，分别融入 9个社区
和 37 个自然村，及时掌控民情民
愿，持续维护辖区社会稳定，起到
“小队伍”促进“大平安”的作用。“两
节”扶贫、“三五”学雷锋、“邻里驿
站”、孙茂芳党员志愿者工作室、何
利彩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志愿者
活动品牌的名字特色鲜明，时间一
长，也都成了百姓眼里的“知名品

牌”。街道将志愿服务活动延伸到群
众生产生活各个角落，用一个个“小
活动”，让所有志愿者都能找到发挥
自己作用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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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旭

今年，我县聚焦基层党建“抓
什么、怎么抓”的“短板”问题，全
面推行“书记账本”，积极构建县
镇村三级基层党建责任体系，深
化完善“书记抓、抓书记”工作机
制，层层压实基层党建责任。

据介绍，“书记账本”聚焦基
层党建上下联动、统筹推进，以定

账、对账、评账等环节，创新推动
基层党建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有效
落实的工作机制。

在定账环节，每年初，结合中
央和省市关于基层党建的新任务
新要求、当年度全县基层党建工
作重点和全县基层党建“短板”问

题，协商确定“书记账本”重点内

容。今年，县委书记亲自谋划确
定 4 方面 16 项基层党建工作年
度任务清单，带头领办 2个基层
党建重点项目，带动每位县委常
委领衔破解 1项以上基层党建重
点难点问题，明确镇乡党委（街道
党工委）18 个重点项目和书记抓
党建 7项责任清单、党员联村干
部 10 项责任清单以及村书记抓
党建 8项责任清单。

对账环节则坚持深化推进基
层党建的制度机制，分级指导、督
促、推动“书记账本”各项内容有
效落实，确保抓实、抓细、抓深、抓
出成效。县级层面通过开展走访
调研、集中督查、座谈汇报等抓督

促推进，牵头协调相关责任单位
抓好各项任务落实。镇级层面通
过召开基层党建专题汇报会、观
摩交流会、组织工作例会等总结
推广经验，指出存在问题，明确推
进方向，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村
级层面结合“周二下村、村务会
商、工作例会”等制度，开展镇乡
（街道）联村干部周对账、片区领
导月对账、班子成员季对账，全过

程指导督促、协调推进基层党建
各项工作落实。
“书记账本”注重强化结果运

用，倒逼推动各项内容落到实处。
年底，县级层面着重围绕年度任务
清单、领办重点项目及领衔破解的
党建难题进行述职或汇报。镇级层

面由各镇乡党委（街道党工委）书

记专题向县委全委会述职，并接受
县委书记点评和县级以上“两代表
一委员”评议，评议结果纳入县委
目标管理考核。村级层面结合村干
部“双述双评”活动，由村党组织书
记向镇乡党委（街道党工委）、所在
村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述职并接
受评议，评议结果与村党组织星级
评定和村干部评先选优、工资待遇
等相挂钩。

通过书记账本的构建，帮助
基层理清了思路、找准了方向，使
基层党建各项工作和重点项目有
的放矢、精准推进，有力推进了全
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整乡推

进、整县提升”等重点工作。

记者 孙建军

“按月缴纳党费可以帮助我
们党员唤醒党员意识，时刻提醒
我们要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缴纳党费是一个党员对自身身
份的认同，是一个合格党员觉悟
的体现，也是对党组织的忠诚的
表达。”近日，在石浦镇返乡大
学生联合党支部的微信群里，发
生了关于准时缴纳党费重要性的
激烈讨论。

返乡大学生联合党支部是石
浦镇党委聚焦基层党建工作落细
落小落实，破解石浦镇区域流动
党员日常管理及薄弱村党员发展
管理难问题的一个创新举措。该
党支部迁入党员主要是针对目前
回乡大学生中户籍在本地、工作
在外县且工作单位无法落实支部
挂靠，自身无法常态化回村过组
织生活的流动党员。依托 6个片
大学生联合支部委员会，每年召
开不少于两次集中党员大会，并
通过远教系统网上学习及微信群
碎片化学习等方式，确保大学生
党员组织生活常态化。

6 月 18 日，在返乡大学生
联合党支部成立大会上，50 余
名流动党员面对党旗，重温入党
誓词，专题学习党章、党规等知
识。会后建立了微信群，依托

“互联网+”模式，借助微信及
远教系统，随时随地自主学习，
并以发红包的形式每月按时交党
费。截至目前，联合党支部已吸
纳 150名流动党员。“我原来党
员关系在昌明村，但因为工作在
上海，每次村里党员大会都不能
参加，感觉像个流浪的孩子。现
在，我终于又回‘家’了。”流
动党员谢毅俊说。

党员发展不正常、党员管
理不规范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
石浦镇坚持问题导向，将“建
立基层党员发展管理‘红色襁
褓’作为 2016年镇党委“书记
账本”基层党建重点项目，创
新建立“孵化器”党组管理新模
式，成立中共石浦镇孵化器直属
支部委员会及 6个片大学生联合
支部委员会，石浦镇党委将村想
入党而不能入党的个别先进分子
直接吸收到“孵化器”直属党支
部培养发展，变“自然成熟”为
“护苗促长”，待其培养成熟成为
正式党员后，再迁入所在村。通

过广泛推行开放的党员培养发展
新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优秀
人选推荐真空、“近亲繁殖”
等难题，优化了农村党员队伍
素质结构，规范了农村党员发
展程序。

记 者 黄 玎
通讯员 虞法兴 柯琛燕

近日，大坦村一位长期卧病在
床的村民俞某离世。俞某家中清
贫，家里人为她治病后，日子过
得更加拮据。得知消息，村里困

难帮扶党小组积极帮助俞某争取
料理后事的资金。俞某生前，困
难帮扶党小组经常去探望，陪她
聊天、疏解心情，还不时送上慰
问金。

今年，涂茨镇钱仓村党支部提
出要对党员进行分类管理。涂茨镇
党委采纳意见、完善制度，创新性
提出农村党员“四式管理”法。按

照党员的年龄、身体、经济、居住
地等状况将党员分为四类管理。同

时，对于有服务能力的中青年党
员、身体健康的老龄党员、有回乡
时间的流动党员，再科学划分党小
组，实施“党小组+”服务群众模
式，打造党建“微阵地”。目前在
部分基层农村党支部试行推广，使
村级事务由村“两委”自导自演的
“小合奏”变成了全体党员同频共
振的“大合唱”。

“在农村基层，解决民生问题
首先要着眼困难群众。跟老百姓
打交道，我们不谈空话、套话，
要做就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帮助
老百姓解决些实际的困难。”大坦
村党支部书记陈忠国说。党员
“四式管理”制度在大坦村试点推
行，大坦村党支部细化“四式管
理”制度，以中青年党员为“主

力军”，当即成立困难帮扶党小
组、社会治安党小组、抢险救灾
党小组。除此之外，大坦村党支
部结合当前村庄经济、文化发展
新要求，找准突破点，设置产业
帮扶、美化家园、文化艺术、夕
阳红等 7个党小组。

党员“四式管理”，使农村党
员的先进性在不同年龄、不同层
面、不同行业都能充分体现。今年

已满 70 岁的钱仓村老党员孙松岳
是夕阳红党小组的一员。村里造门
球场，选址涉及到村民的土地利
益，孙松岳得知后，没有二话，立
刻划出自家的两亩土地给这户村民
平息纠纷。前段时间，钱仓村社会
治安党小组成员陈保卫与邻居家的
院子高度成为两户人家争持的焦

点，他坚持以邻里和睦为先，让出

自家土地化解邻居和家人的纠纷。
开展党员“四式管理”后，

同一产业中的党员以党小组为纽
带，在党员产业带头人的带动下，
通过帮联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加
强了学习交流的机会。大坦村以
渔业捕捞为主要产业，渔民靠海
吃海，各自为业。村党支部经过
多方调研，促成渔业产业帮扶党
小组。小组成立以来，组长傅从
利带领小组成员调查渔业产业中
效益较低的渔民，并通过帮助联
系购买网具、带领他们到合适的
渔场捕捞，两个月来，低产渔民
的产量有显著提高，产业帮扶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渔民逢人
就夸渔业产业帮扶党小组。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钱瑶群

如何有效协调解决公屿片
三村的原公屿老学校房屋比例
分配等问题，一度成为爵溪街
道干部费时耗神又难以协调解
决的事情。近日，爵溪街道党
政班子牵头召开公屿片三村集
中议事会，统一三村意见，成
功达成土地和房屋的处理意见。

因三村集中议事会议具有议
题集中性、公开透明性、公平高效
性等特性，爵溪街道总结议事决
策过程，按照“三定”“四议”“五步
走”的程序，形成了由各村提报问
题和初步打算，包片包村干部分
析制约因素、内外矛盾及解决办
法，站所负责人提供案例借鉴、
解读政策、提出建议，大家集体
讨论、共同研究，党工委书记凝
聚各方智慧、形成科学可行的思
路和想法的议事工作法。
“爵溪街道村集中议事制主

要适用于村级经济发展、民生建
设、农村党建、和谐稳定等四
个方面。”爵溪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

爵溪街道坚持问题导向、把
握问题脉络，引导两级干部集中
力量解决政策处置中遇到的难点
问题，集思广益。同时，爵溪街
道联合相关部门同步商议，现场
交流，现场指导，现场答疑，为
两级干部提供了交流沟通、学习
借鉴的平台，很好地起到示范
引领和“稳压器”的作用。今
年来，该街道分别在道人山围
涂造田工程的礁石线和清明嘴
码头政策处理、赵岙片新村建
设项目政策处理等问题上，共
召开 6次村集中议事会议，并邀
请相关部门同步商议，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通过集中议事，一方面让
联村干部对相关的政策进行一次
全面了解学习，使干部的本职工
作实现效益最大化，有效提高联
村效率和做群众工作能力。另一
方面，让各村之间相关的每件事
都公开、透明，可以快速高效地
解决各村利益分配等一些重点难
点问题，有利于提升村级事务民
主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爵溪街
道组织委员林辉说。

石浦镇：
党建“孵化器”破解
党员发展管理难题

涂茨镇：党员“四式管理”见成效

爵溪街道：
村集中议事制走出
村级管理新模式

“记”好“书记账本”
“种”好基层党建“责任田”

丹东街道：“五小五大”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

返乡大学生参加清理沙滩垃圾等志愿服务活动

党员志愿者对社区卫生死角进行大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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