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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街道和平村村委换届选举应到
选民 2294 人，实到 2291 人，共发出选票
2291 张，收回选票 2291 张，符合选举要
求。 此次共依法选出村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 委员 2 名， 选举工作取得圆满成
功。 ”这是一条 4 月 15 日来自于岳塘区
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微信群的消
息。 和平村顺利完成村委换届选举，标志
着岳塘区在全省率先圆满顺利地完成了
村级换届选举工作任务。

固本强基，行稳致远。这次选举，岳塘
区将一批有思想、闯劲足、敢担当的优秀
人才选进了社区班子。 换届后，社区队伍
结构明显优化、素质明显提高、活力明显
增强，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 42.8 岁，较上
届下降 2.61 岁，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93%。岳塘区还将社区干部纳入了人才队
伍培养计划，集中组织新任社区党组织书
记开展岗前培训，对社区其他“两委”成员
进行全面轮训，进一步将重心下移，夯实

城市党建地基层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也越
来越多。 目前，岳塘区“两新”组织单独组
建党组织 91 个，联合组建党组织 66 个。

“两新”组织的党建如何做？如何让鲜红的
党旗在“两新”组织中高高飘扬？针对这个
问题，岳塘区全面发力、重点突破，在“两
新”组织中开展了“三员三创三行动”。

区委安排 27 名区级党员领导干部和
66 名区直部门党员干部作为“两新”党建
指导员、 联络员下沉基层， 明确了 66 名

“两新”党组织负责人担任责任员，建立起
了“三员”联系指导工作机制。对党建基础
薄弱的抓规范创建，对党建基础较好的抓
融合创优， 对党建特色典型的抓引领创
先，以“三创建”助推“两新”党建与企业发
展目标的同向。同时，通过开展示范行动、
培训行动、感恩行动，以“三行动”实现培
养党员骨干与优化企业管理层的统一。

6 月 15 日， 岳塘区为中共宜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等 25 家“两新”组
织党支部集中授牌， 并开展送一块标牌、
一面党旗、一枚印章、一套党建资料和一
笔启动资金的“五送”活动，帮助企业建成

“党员之家”， 确保党组织开展工作有保
障、党员活动有场所。

这只是岳塘区加大投入夯实基层组
织保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区投入上
千万元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社区综合服
务阵地，建立了岳塘经开区党群活动服务
中心、学习考试中心，城市基层党建基础
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岳塘区委副书记、区
长陈爱民介绍，为了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岳塘区还连续几次调
整和提高了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及村(社区)
干部工作待遇。 在最新一次的调整中，各
行政村书记、 主任基本报酬由原来的
1400 元每月提高到了 1700 元每月，其
他村支“两委”干部报酬按 1500 元每月
发放；各社区书记、主任的基本报酬则由
2300 元每月提高到了 2700 元每月，其
他社区干部工资报酬按 2500 元每月发
放。 据统计，全区村(社区)干部经济待遇
保障标准明显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这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基层的关
心，待遇提高了，大家干事创业的激情更
大了、劲头更足了。 ”说起提高待遇的事
情，大家纷纷为此点赞，称这是有温度、有
力量、充满人文关怀的政策。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四十一

“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岳塘区作为
湘潭重要的城市中心区， 只有把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抓好了， 把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筑牢了， 把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
挥出来了， 全区其他各项工作开展起来才
会有方向、有定力。 ”岳塘区委书记胡海军
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城市基层党建从来都是一项系统工
程。 为确保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上下衔
接紧密、执行落地有力，岳塘区初步形成了
“三级联动、四建融合、五项机制、六个平
台”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探索走出了一
条符合城市特点和治理规律的基层党建新
路径。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作为“一线指挥
部”，区委总揽全局，统筹谋划全区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 1+X 文件，推
动驻区单位积极参与， 区委常委带头建立
基层党建联系点， 各区级领导干部联系 1
家以上驻区企事业单位， 对党建工作进行
调研指导、督促落实。街道党工委履行直接
领导责任，凝聚区域内各个领域党组织，推
动共驻共建共享共治。 社区党组织则落实
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党支部或党小组，整合

辖区内各单位的资源优势， 不断提升社区
治理水平。

“上”与“下”联动起来了，“条”与“块”
如何有效互动？ 为此，岳塘区将社区党建和
驻地机关事业单位党建、 国有企业党建、

“两新”组织党建“四条线”全部纳入共建组
织网络，实现“四建融合”。 如此一来，社区
与辖区单位党组织良性互动增强了， 机关
事业单位党组织带头履行共驻共建责任的
意识提高了， 企业与地方之间党建资源可
以共享、社会事务可以共办了，“两新”党组
织的聚力作用更大了……在今年 7 月的抗
洪救灾中， 以玮鸿食品公司、 世平保安公
司、正方体医药公司党支部为代表的 20 多
家“两新”党组织积极投入抗洪一线，捐赠
赈灾资金、物资 60 多万元，充分展示了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向
心力。

“自从社区有了专职党建员，我们的党
建工作更加有的放矢了，也更加规范了。 ”
提起社区今年新进的党建员， 岳塘区下摄
司街道运河社区书记陈舒连连点赞。

为了进一步充实基层组织党建工作力
量，夯实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基础，解决社区
工作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 自去年 11 月
份开始， 岳塘区就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一
批社区党建员。 这既是区委在全市加强基
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首创之举， 也是该
区建立健全“五项机制”推进党建管理标准
化的重要措施。

五项机制，即，全区 9 个街道成立“大
党工委”，45 个社区党组织落实“兼职委
员”制；区、街道、社区分别建立党建联席会
议制度，推动区域内大事共议、实事共办、
要事共决、急事共商；选择一部分街道、社
区、“两新”党组织先行试点，以点带面推进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五化”建设，打造骨干
队伍共育机制；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纳入各街道、 区直各部门基
层党建考核、同业对标考核和绩效考核。

与此同时， 岳塘区还构建了教育管理
平台, 整合各级各部门党员教育管理资源，
强化党员服务管理，实现党建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 构建共享资源平台，建立区域资源
共享清单，搭建开放式共享平台。 构建志愿
服务平台，组建志愿者联盟服务团队，主动
对接和服务居民需求。 构建共建载体平台，
丰富共建活动。 构建工作网络平台，利用微
信公众号、QQ 群和微信群等新媒介手段，
形成区域互动、数据共享、信息互联的基层
信息化格局。 构建社会治理平台，整合各方
力量参与社区自治和服务管理， 基本形成
了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支撑、
一线法保障的社会治理模式。

服务群众、凝聚人心是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岳塘区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建立了社
区志愿者驿站， 针对社区党员群众需求，
组建了劳动就业、扶贫帮困、治安巡防、法
律援助等志愿者联盟服务团队，开展了支
部主题党日、在职党员进社区、文明城市
创建、志愿服务群众等活动。

与此同时， 岳塘区推广了党员工作
室、爱心超市、“四点钟”学校、“微心愿”等
做法，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2.3 万余人次，
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岳塘区
还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全面启动了
“智慧岳塘”体系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系
统，将全区 9 个街道 61 个村（社区）划分
为 332 个基础网格，按“1+X+Y”的管理

模式配备专职、 兼职网格员和信息员，形
成了以街道大工委为龙头的“街道—社
区—网格—楼栋” 四级网格管理模式，构
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格化社区
组织体系。

岳塘区还积极推行“互联网 +”模式，
建立党建数据库、信息平台和终端交互系
统， 利用微信公众号、QQ 群和微信群等
新媒介手段， 为基层党组织提供决策咨
询、党员动态管理、应急处理等大数据信
息，基本实现了组织建设、党员教育、服务
群众等工作“一网联通、即时办结”，有力
强化了社区服务功能和治理效能。

“我们有困难都愿意找社区帮助，社
区书记、主任是有求必应。 如今社区办公
用房宽敞了，小区环境美化了，每天都有

新变化，我们都感觉生活很幸福。”家住岳
塘区建设路街道霞光社区的居民李淑元
说。

湘中灵秀千秋水， 天下英雄一郡多。
伟人故里，英才辈出；大美湘潭，时代画
卷。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岳塘区委
将以核心力量凝聚发展信心， 奋力拼搏，
全面推进城市改革发展，唱响城市基层党
建大合唱，为建设“四新岳塘”、建功“大美
湘潭”再谱新的华章！

———看岳塘区如何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科学谋划
积极探索城市党建方式方法

文/ 彭婷 何蔚

云水东来，湘江北去。
这是一方山水秀美 、人

杰地灵的神奇热土。 奔流北
去的湘江， 出株洲后蓦然折
回， 环岳塘画出了一个美丽
的“U”型半圆，成就了湘潭市
岳塘区长株潭三市交会的
“金三角”中心地位。

这是一座传载文明 、日
新月异的发展新城。 2006 年
岳塘区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两
型社会建设的重点区， 湘潭
市两型社会建设的先行区 ，
湘潭市中心城区。

岳塘区现辖 9 个街道办
事处， 共有 16 个行政村、45
个社区； 有基层党组织 595
个,党员 14306 名。其中，城市
基 层 党 组 织 563 个 ， 占
94.6%； 城市党员 13092 名，
占 91.5%。

近年来， 在湖南省委和
湘潭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岳
塘区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 主动适应城市化进程中
的新情况和城市经济社会结
构的新变化， 不断推进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 ，紧
扣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创新”这一目标，城市基
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明显增
强， 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水
平， 有力促进了城市改革发
展。

重心下移
着力加强城市党建基层基础

核心引领
大力彰显城市党建实用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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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的河东大道

岳塘经开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岳塘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

岳塘美从画中来

（本文照片由岳塘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