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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整洁的水泥路通村入户、精致
的农家庭院错落有致、路边的花坛修葺
一新、崭新的垃圾桶摆放整齐……每每
来到墙头镇方家岙村，整洁干净的村庄
环境总是令人眼前一亮，要是遇上节假
日，还随处可见来自宁波等地的游客徜
徉在村庄的小巷里。
近年来，墙头镇方家岙村凭借自身

独特的优势，在前期旅游发展的基础
上，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和基础配套设
施，进一步吸引游客前来吃美味可口的
乡村佳肴、住静谧舒适的农家庄园、赏
风光旖旎的秀美风光。短短几年时间，
这个无名小村庄发展成为全县乡村旅
游的样板。

方家岙村是墙头镇乡村旅游发展
的一个缩影。在墙头，像溪里方、舫前
村等村的旅游优势也是非常独特的。
如何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打造“党建+
旅游”新模式，实现党建工作和旅游产
业发展两促进、双提升，成为墙头镇基
层党建工作的重点。

为此，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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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党建基础扎
实、地域环境相近、产业结构相似的方
家岙、溪里方、墙头、舫前等四个村，串
联成线，以“一村一品、错位发展”为战
略，打造符合乡村旅游市场需求的党建
精品线路。

为加快推进精品线村庄建设，墙
头镇分别对四个村的旅游资源和党组
织建设工作进行充分的调研、排摸，并
组织召开党建精品线相关村的主要干

部座谈会，多方征求意见，明确发展方
向，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线路。同时，
完善提升各村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注
重各村之间扬长避短，资源互补。
“这条精品线上，每个村都有自己

的特色和主题，像方家岙村以自然生
态、休闲度假为主，溪里方村以慈孝文
化、盆景古宅为主，墙头村以果园花
卉、采摘体验为主，舫前村以佛教文
化、影视拍摄为主。”墙头镇党建精品
线负责人俞莉说。

党建精品线，党建是关键。方家岙

村除设置农家客栈党员经营户外，还按
照各自区域内的景点规模、党员分布，
采取区域包干的方式，划分党员责任区
域，落实责任到人，以此发挥党员在景
区接待、导游服务、民事调解、环境卫
生、消防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溪里方村
积极探索以党建促发展的新路子，发动
农村党员积极开展环境整治，推行垃圾
分类，修葺古代建筑，建设美丽庭院，发
展庭院经济；墙头村将支部建在产业上，
让党员聚在产业链，充分挖掘党员中的
能人好手，提供智力支持，拓宽资金渠

道，推动产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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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舫前村党支部将影视拍摄、
观光旅游等项目进行有机结合，激励广
大党员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发展
餐饮住宿业，不断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
服务水平。

墙头镇努力探索“党建+旅游”新
模式，强化基层党建，突出党员引领，
为发展全域旅游注入党建元素，将党
建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旅游业往更
好更高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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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我县以更实的推进措施、更高的工作标准，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聚焦管党治

党主责，先后实施县委常委领衔破解党建难题、县委书记点题、“书记账本”等制度，集中整顿一批软弱落后基层党组织，深化基层党建述职评议

制度，县、镇乡（街道）、村三级党建主体责任不断落实。3月 16日上午，县委召开全县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暨落实“书记账本”推进会，会
上，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部分县党代表、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听取 18位镇乡党委、街道党工委书记关于抓
基层党建工作的述职报告并进行评议。现刊发部分镇乡党建工作的特色做法，以飨读者。

记者 夏超明 通讯员 洪雯

开春以来，大徐镇汤鲁线片党建
示范带上党员村民一片忙碌: 下院村、
甲田弄村对村农民会所周边广场进行
平整绿化；大徐村、塔幢村党员积极与
群众沟通协商，确保镇里的重点工程
大徐溪二期工程早开工早动建……
“以前我们村外面看着样子不错，

可村里环境卫生不美观，比不过邻村
杉木洋。而现在，村两委党员干部干得
有章法，村里实行垃圾分类、布置‘一
花一路’后，处处都是风景。”下院村村
民说起家门口的变化都十分骄傲。
“这得益于镇里‘党建联盟’促进

了片区内各村互学互比、你追我赶的
浓厚氛围”。大徐镇组织委员介绍，去

年以来，他们在村与村之间实施“党建
联盟”，将 24个行政村划分为 6大片
区，每个片区 4 至 5 个村，以“党建+”
引领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党建引领、
区域联动、互学共促、抱团发展”的原
则，在不调整行政设置、不增加管理层
级、不违背各村意愿、不插手具体事
务、不改变财务核算“五个不”前提下，
通过统筹人力资源、产业资源、绩效党
建、治理方式、规划编制等措施，每季
度片区内各村书记、主任碰头一次，商
议决定区域大事，推进党员教育、产业
发展、环境整治、社会治理、乡风文明
等发展。

片区内各村的山林和田地是连在
一起的，以往各村之间磕碰难免。“党
建联盟”成立后，镇里以片区为单位组

织党员干部集中开展教育培训、新农
村学习考察、群团联谊活动等，增进了
区域内党员村民情感融合。现在一家
人不说两家话，片区内各村主要干部
互学经验、互鉴教训，各村党员干部也
会相互体谅，工作开展也方便了。杉木
洋村的“月八会商”、大徐村的“党员项
目攻坚团”等好做法吸引了其他村学
习效仿。

村比村、户比户、群众看党员、党
员看干部。“美丽乡村、党员先行”，
2015年起大徐镇每月第二周周二开展
“党员干部义务服务日”活动，从影响
基层党建和农村环境面貌的共性问题
来找准结合点。杉木洋村每月八日组
织“红色义工”服务队开展环境卫生保
洁、河道清洁，同时实行农村党员干部

联片包户、认领公共责任区，在“党员
做给群众看”的基础上，更是实现了
“带着群众一起干”。原先的“软散落后
村”甲田弄，去年列为整治村，村党支
部把环境卫生整治作为提升党员干部
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抓手，发动党员干
部率先垂范，现在村里环境卫生大变
样了，党员形象也树起来了。

片区“党建联盟”也促进了各村
联动合作，县重点工程丹大线涉及各
村协调处理的任务，里考坑至相思岭
的“十里相思”古道建设，实现了
“问题共面对、对策共商讨、措施共
落实”。“党建联盟”正转化成生产
力，将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通
过创建把环境整治与发展乡村旅游结
合起来。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练娜

连续奋战 34个日夜，上门走访村户 600余次，征用房屋
面积 2.15万平方米……在年前东陈乡东湾村征迁工作中，由
该乡 12名党员干部带头的工作小组，面对“这根难啃的硬骨
头”“这座难越的高山”，他们顶住压力、拼出效率，提前三天完
成签约目标。东湾征迁项目成为我县唯一一个在规定期限签
约率达 100%的纯集体土地征迁项目。

东湾村征迁项目是宁波象保合作区项目建设的重要一
环，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为全力以赴推进村户签约，东陈
乡成立由乡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的征迁小组，整合多方力量，细
化分解征迁任务，科学制定征迁方案，按照“自觉征迁、和谐征
迁、依法征迁”原则，凭着“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
着肚皮、踏破脚皮”的工作干劲，对 115户征迁对象进行任务
拆分。在这场“攻坚战”中，该乡党员干部用行动交出一份满意
答卷。
“党员干部要把执行力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功，努力提升落

实效率，当好提高执行力的表率。”东陈乡党委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该乡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
多措并举，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为全乡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抓党建,就是抓战斗力和执行力，关键在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东陈乡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开展“四讲
四有”4个专题讨论，婚丧礼俗、“百千万”信访专项督查、损害
群众利益、“为官不为”、正风肃纪 5个专项整治活动，以市级
示范性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才华剪纸艺术馆为阵地，以
“信仰·清风”为主题，以民间剪纸为形式，春风化雨般营造浓
浓的“崇廉尊廉”氛围，为基层党建注入“强心剂”。集中精力抓
好机关作风建设，大兴学习之风、实干之风，以提升干部优良
作风来促进“重点工作有特色，难点工作求突破，创新工作出
经验，日常工作争一流”。同时，以“双对双排”工作为严标准、
立“军威”，处理违纪党员 4人次，问责 11人次，免职中层干部
1人，开除临聘人员 1人。
提高执行力，重在坚持群众路线、落实为民思想。群众满

不满意是检验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强弱的重要标尺。该乡围绕
“服务孤残我行动”“美丽村庄我行动”“分片担责我行动”“重
点工程我行动”4个党员系列活动，结对困难党员家庭 89户，
党员志愿清扫村道 67条，党员分片包格 124网格，完成县乡
重点工程项目 26项，建立机关党员攻坚克难先锋队，先后完
成高速连接线东陈段、旦门盐场政策处理等重点任务。针对重
点工程多、征迁难度大的特点，该乡还专题召开重点工程责任
认领会，各分管领导签订工作目标责任状，实行“一把手全盘
抓，分管领导督促抓，机关干部具体抓”的三级联动机制，进一
步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职责，实现责任到人到岗。
“春节假期过后，我乡以‘打造象山铁军’为主题开展集中

学习教育活动，希望全体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弘扬清风正
气，集中精力抓好机关作风建设，不断推动全乡各项工作实现
新发展、开创新局面。”东陈乡党委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该
乡将以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为契机，选出敢作敢为敢当的基层
干部队伍，规范落实各项制度，并建立乡党员培育支部，破解
党员发展难题，以“抓铁有痕”的执行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和凝聚力。

记者 陈柳伊 通讯员 史笑露

环境整治，党员要走在最前头！助
力“斑斓西沪”建设，党员也要走在最
前头！近日，黄避岙乡举行了一月一次
的“党组织生活日”党员集中志愿服务
活动，来自全乡的党员志愿者身穿红
马甲，积极参与到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中来。

瑟瑟寒风中，党员志愿者来到沿
海片村庄，认真清理村民房前屋后的
垃圾杂物，清除绿化带中的杂草，为
“斑斓西沪”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据
了解，黄避岙乡党员红马甲队伍成立
于 2016年 6月，由 16个行政村的党
员志愿者组成，目前共有 128人。每支
党员红马甲队伍都围绕“斑斓西沪 先
锋有我”的主题于每月 25 日开展“党
组织生活日”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挥了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两美”
黄避岙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个党员的行为、思想无时无刻
不感染着我们身边每一个普通群众。
“去年‘斑斓西沪’建设中，我们村发动
党员志愿者带头参加环境整治行动。
记得当时每天一回家，我就参与到村
里的环境整治中，村里的弄堂比较窄，
车辆通不过，很多时候只能用手来搬
运垃圾。面对又臭又重的垃圾，没有一
个党员退却。”高泥村一位老党员回忆
说。正是党员志愿者不怕苦不怕累的
奉献精神，推动了“斑斓西沪”建设稳
步向前，也带动了身边群众主动参与
到环境整治中来。

为推进“斑斓西沪”建设，黄避
岙乡以沿海片、大林片、黄避岙片、
龙屿片四块为重点开展全乡的环境整

治。根据村主干道区域进行卫生包干
区划分，党员红马甲队伍带头上街打
扫，并鼓励群众将自家的房前屋后区
域视为卫生包干区，营造人人参与环
境整治的良好氛围。同时还开展村与
村之间的横向互查，由党员红马甲带
队，村民代表参与，进行定期互查，
形成赶学比超的良好氛围，不断巩固
整治成效。

据介绍，各村党员红马甲队伍围
绕村中心工作、重点任务、重大节日
和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红色教育、民俗节庆、道德
论坛、文明创建以及关心青少年、关
爱空巢老人等主题活动。高泥村党支
部书记、党员志愿者朱中华说，“‘斑
斓西沪’是乡里的重点工作，能不能
为‘斑斓西沪’作出贡献，是检验基
层党员干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

效的有效标尺。”高泥村按照“两学一
做”标准要求，以“‘斑斓西沪’共产
党员先锋工程”为抓手，通过设立共
产党员先锋岗、共产党员责任区等形
式，推行在职党员本职敬业岗、为民
服务岗“一员双岗”制度，坚持干字
当头，引导党员干部看齐创优当先锋，
高标准履行岗位职责。目前已有 28名
在职党员全员到村报到，认领政策处
理、环境整治等工作。

据统计，党员红马甲共开展环境
整治 16次，关爱老人活动 5次。同时
积极服务“三改一拆”中心工作，由红
马甲党员带头消存除违，拆除危旧房
达 83处，盘活土地近 13亩。2017年，
黄避岙乡党建工作将重点打造沿海片
党建精品示范带，以党员红马甲队伍
为生力军，推动建成党建精品示范带，
继续助力“斑斓西沪”建设。

墙头镇：
错位竞争打造“党建 +旅游”精品线

大徐镇：
“党建联盟”开启“美丽 +”时代

黄避岙乡：
党员红马甲队伍助推“斑斓西沪”建设

墙头镇方家岙村大力推行野党建+旅游冶吸引了大批游客

东陈乡：
铸炼干部执行力
夯实“铁军”基本功

东陈乡征迁工作组现场引导村民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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