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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0月7日， 新田县新圩镇梧村
网格党支部，在“新田智慧党建”平
台上传了喜迎党的十九大主题党日
活动的图片、记录等资料。在平台上
可以看到，今年9月以来，该党支部
已开展了3次活动。

地处湘南的新田县， 有基层党
组织901个，党员20255人。 如今，只
要打开手机，点击进入“新田智慧党
建” 平台， 每个党支部开展学习活
动、 每位党员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情
况，一目了然。

2016年以来，新田县把“互联
网+”思维融入党建工作，在北京可
为高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助力
下，建设了“新田智慧党建”平台，把
支部建立在“网络”上，破解党建管
理难题， 探索出一条夯实基层党建
的新路子。

建起 “网络支部”，基
层党建不再 “沙滩流水不
到头”

在新田县委组织部办公楼里的
党建走廊上， 浓缩了中国共产党从
一个弱小支部， 发展壮大为370万
个党组织、8779万党员的执政大党
的风雨历程。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
基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基层党建提到新高度， 然而在实践
中，一些基层党组织管理方式僵化、
党组织活动虚化、 党员身份意识淡

化等现象较为突出。 ” 新田县委常
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陈志华表示，基
层党组织面广线长，工作难落实，往
往是“沙滩流水不到头”。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和城乡结
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基层社
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全县 901个党组织，20255名党
员， 如果利用传统的党建管理模
式，只能顾此失彼，精疲力竭。 ”陈
志华说。

2014年，新田县“智慧城市”建
设蓝图展开。 2016年， 在社会治理
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前期智
慧城市建设成果基础上，作为“智慧
新田”建设重要内容的“智慧党建”
开启，各级党组织广泛参与管理、全
体党员共同使用的“新田智慧党建”
云平台应运而生。

点开“新田智慧党建”APP，一
张新田县域地图上， 遍布大大小小
的红旗，每面红旗代表一个“网络支
部”。依托该平台，实现了全县901个
党组织和20255名党员电子信息档
案“一部一册”“一人一表”，动态更
新，开创全省先河。

打通党员教育、服务、
管理“最后一公里”

“尊敬的党员同志，请及时交纳
2017年7月党费。 ”7月6日上午，新
田县驻广东花都流动党委副书记郑
土新收到了一条提醒信息。当天，新
田县委组织部在“新田智慧党建”平
台启动了线上交党费工作。

“党员登录‘新田智慧党建’平
台个人账号，点击‘党费交纳’，即可
通过微信支付交党费。”新田县委组
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卢默生介
绍， 平台会根据个人工资情况自动
计算党费，方便快捷。

以前，党员转移党组织关系，
手续非常繁琐。“新田智慧党建”
可以在线转移党组织关系， 目前
已在线转移5000余人次， 实现了

“让数据多跑路， 党员群众少跑
腿”。

党员匡海萍是个体户，她经常
登录“新田智慧党建”平台参与学
习、活动、评议，至10月8日积分达
到2989.5，在全县所有党员中名列
第一。“新田智慧党建” 设立了党
员积分系统，对支部和党员登录平
台、在线学习、意见反馈、在线组
织活动等实行积分制，激发了党员
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积分制实现了
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精准考核评价，
今后考察干部、评先评优，积分就
是依据。

在新田县委组织部的党建
指挥平台，记者清晰地看到全县
每个支部和每位党员落实党建
工作的进展， 系统自动将党委、
支部、党员完成任务情况进行排
名。

“每天有一件事，就是看支部的
排名是否下滑， 个人的学习是否完
成。 ”自从戴上了“紧箍咒”，不少党
员干部将落实党建责任变为一种自
觉行动。

流动党员 “离乡不离
党，流动不流失”

新田县金陵镇天地山村的党员
黄承平， 在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经
商10多年。 2015年，新田驻东莞第
三流动党支部成立， 黄承平担任书
记，支部有党员36名。

“新田智慧党建”平台启动运行后，
黄承平找到了自己的“网络支部”和个
人账号。“这么多年东奔西跑，很难参加
组织生活，党员这个身份都有些淡了。”
黄承平说，有了“新田智慧党建”平台，
党员随时随地都能参加组织生活，大家
还能进行互动交流， 实时了解家乡资
讯，让流动党员有了家的感觉。

新田有约15万人外出务工就
业，其中党员近3000人。 针对流动
党员比较多的特点， 新田县在珠三
角一带，成立了2个流动党委和14个
流动党支部。 利用“新田智慧党建”
平台，建立流动党员“两学一做”常
态化在线学习机制， 解决了基层党
员、流动党员教育难覆盖的问题。党
员无论流动到哪里， 都能及时参加
组织生活、接受党的教育，让流动党
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

“‘新田智慧党建’一头连着组织
部门、一头连着党员群众，不仅拉近了
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也提升了
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新田
县委书记唐军说，充分利用“互联网
+”给基层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把每
个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将有力助推新田实现跨越发展。

通讯员 向晓玲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90后大学生村官张显军， 任泸
溪县合水镇呈田村村主任助理，在抓
精准扶贫宣传时，结合当地实际编写
出“十则脱贫致富小故事”，切实做到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2016年大年初九， 张显军与村
干部一起， 来到贫困户徐梦娇家拜
年，发现他因为打牌输了近5000元。
村干部教育他要勤俭致富， 他却说：
“反正我没脱贫，你们也交不了差，还
得帮扶我。 ”

徐梦娇的话让张显军认识到，部
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依然严重，
把“混日子”挂在嘴边，精准扶贫要真
正帮扶到贫困户思想深处，才能起到
催化作用。

回到住处，他打开电脑，以周边乡
镇村寨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的事迹为原
型，整理了勤劳篇、创新篇等10个脱贫
励志小故事，每一篇短短几百字，朗朗
上口。第二天，他跟着村里送“财神”的
老人， 将小故事送到了所有贫困户家
里。他还制作“扶贫先扶志”主题板报，
鼓励大家从身边典型学起。

不管是走访座谈还是开扶贫会
议，张显军都要选几则小故事念叨念
叨；每逢节假农闲，他还组织党员干
部成立“扶贫自强”劝导小组，在村里
开展巡回劝导， 共走访劝导贫困户
184人次。

该村三组贫困户杨胜甲， 全家7
口人，3个孙子孙女读书， 经济压力
大，可他本人因为年岁已高，打工没
人要，只好闲着。 2016年大年初十，
张显军来到他家， 用身边故事鼓励
他，合计发展生产的门路，推荐他养
蜂， 还帮他联系在信用社办理5万元
小额贷款，找木匠打造8个蜂箱，与祖
坟山村养蜂大户联系， 购买了8只母
蜂和少量蜜蜂。

当年5月，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
了张显军手机上，“张干部，我开始割
蜂蜜啦。”原来是杨胜甲向他报喜。接
到消息，张显军通过微信、QQ空间等
社交媒体，发布蜂蜜销售信息，同事、
朋友下单不断，两个星期把100多公
斤蜂蜜销售一空，收入8000余元。

杨胜甲喜不自胜，说：“我一个老
人家，每天只要看一看蜂箱，蜂箱满
了收割又简单，收入还不少，孩子生
活费有了着落， 建房子也有了盼头，
太感谢张显军了！ ”

有样学样，勤奋自强。两年来，呈
田村混日子的懒汉少了，奔富路的勤
快人多了。 到目前为止，18户贫困户
申请小额贷款88万元用于发展种养
产业，出栏铁骨猪240多头、林下养
鸡2000羽，直接经济收入20万元，19
户贫困户通过实施危房改造项目搬
进了新居。徐梦娇家新买了电冰箱电
视机， 他对记者说：“自己挣的钱，花
起来就是硬气！ ”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 中共湖南天地人律师
事务所委员会正式揭牌， 成为我省
省直律师事务所首个党委。当天，该
律师事务所以“向社会报告” 的形
式，发布了题为《坚守党建和公益本
色，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流法律

服务》 的我省首份律师所社会责任
报告，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
开幕。

报告以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社
会责任履行回顾和社会责任担当愿
景为主题。成立24年来，天地人律师
事务所累计免费为近40000人次提

供法律咨询解答服务， 处理投诉案
件1000余件， 出具法律意见书700
余份；向省委、省政府提交《情况反
映》200期，为各级政府提供法律服
务600余次， 为投诉人挽回经济损
失达5亿多元； 为农民工讨回工资
800余万元； 免费为来湘企业提供

咨询1800余人次等。
作为落地湖南湘江新区的一家

律师所，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今后将
从规范治理结构、防范经营风险、建
立健全法律维权机制等方面， 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
定制化的法务服务。 湖南天地人律
师事务所党委书记、 主任翟玉华表
示，该所将信守法律援助的承诺，做
政府的“好帮手”，企业的“保护神”。

网上党支部，活力源源来
———新田县通过“智慧党建”夯实基层党组织纪实

“身边小故事”，扶志“大武器”
———泸溪县扶贫求实效一瞥

我省首份律师所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通讯员
叶建之 记者 陈勇）今天，全省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会在长沙举行。会
上，湖南省社会组织党建服务中心揭
牌。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我省民
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达3.1
万个，涵盖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等多个领域，吸纳了为数众多的突
出人才和新社会阶层人士。这些社会
组织成为了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
重要阵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
领域。

近年来，我省按照中央和省委要
求， 切实加强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党的工
作覆盖， 社会组织党建作用发挥有
效。 全省已有4523家社会组织、5000
多名党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精准结
对帮扶13041户贫困户。 为了进一步
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省“两新”工
委通过整合优化党建资源，开办出集
教育、管理、咨询、培训、交流、服务于
一体的党建工作新平台———省社会
组织党建服务中心，这是我省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第一个资源共享平台。

省社会组织党建服务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