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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党建平台运行后，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与在外务工亲人面对面沟通不便的问题，县
委组织部在全县 15个镇 222 个村（社区）建立了亲
情服务站，为每个村（社区）配备了一台平板电脑，
无偿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提供和亲人视频通话服
务。 对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儿童上门服务。

甘溪滩镇狮象村八旬老人孙兴岩，在家照顾 2
个智障儿子， 另外一个儿子孙圣华一家在广东务
工，每隔一两年才回来。 老人一般通过老年手机联
系，因为有点耳背，常常大声对着老年机喊话沟通。
今年 7月，长期牵挂老人的村党总支书记吴清化带
着 IPAD 来到老人家走访，让父子两人视频。 这对
父子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泪流满面。 思亲之情，莫不
过如此。 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距芦茅村村部不远的留守儿童夏经纬，父母在
外务工，他便跟着爷爷奶奶在家。 自从用村部的平
板电脑与母亲视频通话后，夏经纬几乎每周都要吵
着来村部与母亲对话。而村干部每次都热情接待年
仅 4岁的娃娃，帮忙与其父母视频联系。

党旗飘扬别样红
———澧县智慧党建工作纪实

肖洋桂 李 论 冯晓明 杨 波
国庆节前夕，在广东务工的澧县复兴镇温泉村村民陈浩特意请了 20 天假回老家办理建房手续，准备建

房。 出乎他意料的是，10 月 11 日，村干部将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送到他手中。 陈浩说，以前要在县
城和镇村跑多次，一个月也未必能办好，而现在他只在村部通过智慧党建平台申报了一下，“一滴汗未流，一分
钱没出，事就办好了！ ”他也就提前回公司上班去了。

今年 6 月澧县智慧党建平台正式运行，首批 70 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镇村，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 到
日前，全县受理政务服务事项达 4.37 万件，正常办结率达 95%，在常德市各区县（市）中处于领先位置。

党旗高挂在镇村综合服务中心门前，飘扬在澧洲大地上，别样鲜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今年来，澧县县委坚持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抓服务力就是抓组织力的工作思路，以智慧党建为契机，融合
党务、政务、商务服务功能，拓展亲情服务、金融服务，村村实行坐班制，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政府”，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基层组织力大幅提升，党员群众齐声赞。 智慧党建平台已成为引领党群的“红色地标”。

澧县县委按照中央及
省委、 市委的决策部署，以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
主线， 在整合服务资源、转
变服务方式、造浓服务氛围
上下功夫，做到智慧党建平
台建设到哪里，党组织的优
质服务就覆盖到哪里。

“党组织的服务力就是
组织力！ ”澧县县委书记邹
如龙多次调研部署党建工
作， 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突
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
信息的融通互享，最大限度
地工作下沉、 资源下沉，尽
量多地服务办事群众，提高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
力和向心力。

该县成立了由澧县县
委组织部牵头，澧县电子政

务办、城建投公司、县政务服务中心、县供
销社、县农业银行等单位参与的智慧党建
服务协调小组， 智慧党建平台建设及党
务、政务、商务、金融服务每项工作明确一
名组织部部委会成员牵头负责、 跟踪协
调，各责任单位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具体负
责，每项工作实行时间倒排、任务倒逼、责
任倒追，进度实行一天一通报、一周一调
度、一月一结账，确保了工作同步推进、无
缝对接、高效通畅。

制定下发了农村（社区）等党支部“五
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村（社区）
智慧党建平台建设，落实“三会一课”、支
部组织生活会、 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建
立完善“四议两公开”、村（居）务监督等制
度。

强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真下沉，由县
委组织部牵头县政务服务中心、 公安局、
民政局、人社局、卫计局、林业局、农业局
等 25 个部门， 会商确定了分批下沉至镇
村的 70 个服务事项， 其中身份证、 生育
证、 老年人优待证等 25 个第一批下放的
服务事项已全部下沉到位，并通过网上平
台办理。

县委组织部联合县政务服务中心，制
定下发了《关于政务服务事项下沉镇（街
道）村（社区）受办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按“合法合理、重心下移、高效便民、
权责一致”的原则，会商确定镇（街道）可
受理初审事项 23 个， 可审核决定事项 47
个。

加大了投入，按照办点示范、整体推
进的原则， 由县城投公司统一为 19 个镇
(街道)和 291 个村(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
采购安装了高拍仪、 网络共享器和切换
器、彩色和针式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充
分满足证照办理和日常工作需要。

建立县培训镇(街道)、镇(街道)培训村
(社区)、县直部门培训窗口的培训制度，采
取会议集中培训、实地演示操作、线上远
程指导等方式，先后 24 次对县、镇、村三
级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和操作培
训，确保人人会操作、事事能办理。

还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县村
（社区）党组织建设的暂行规定》，提高了
基层运转保障水平和村（社区）干部待遇，
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 要求基
层干部按照尊重民愿和便民、公开、依法、
无偿、高效的原则，登记受理村民办理的
各类事务进行集中办理。

鲜艳的党旗衬着醒目的党徽，远程会议
室左上方显示屏， 党员们凝神看着屏幕，澧
县县委书记邹如龙在县智慧党建远程会议
室讲党课。全县各镇（街道）机关、站所党员，
“两新”党组织书记，学校、卫生院党组织书
记；村（社区）全体干部和在家党员、驻村工
作队队员及县直单位结对帮扶干部，共 2万
多名党员和群众代表同步听课，直播画面可
随时切换。

这是今年 9 月， 澧县基层党建工作推
进会上的一个场景。 甘溪滩镇芦茅村 72岁
的老党员曾召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至今都
按捺不住激动。 曾召成说，他入党 47年了，
从没参加县委书记讲的党课，这样原汁原味
地学习有关精神，让基层党员有了更加清晰
直观的认识。

曾召成说，会后，在村总支书记组织下，

党员和群众代表又分组认真讨论了一番。大
家一直认为，党员能不能起作用，关键在于
是否具有一心为民的服务精神，能始终拥护
党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曾召成表示，他虽然年岁已
大，但仍可以发挥作用，可上门宣传党的政
策。不久前，有户邻居准备赈寿酒，预订好了
酒店，“杀猪佬”也联系好了。 他获悉后上门
宣传文明赈酒政策， 邻居听从了他的意见，
第二天就取消了赈酒。

澧县是农业大县， 外出务工现象很普
遍。 而这些流动党员年富力强，恰恰是党员
中的主力群体。 他们有参加组织生活的意
愿，却游离于家乡党组织之外。 智慧党建让
流动党员找到了家。

澧阳街道水德庙社区是个老社区，149
名党员，以前只有不到半数的人参加组织生

活。 智慧党建开展后，党员有了“归属感”、
“存在感”，纷纷主动要求参加组织生活。 党
员的觉悟不断提高，方方面面发挥了示范带
头作用。 党员刘德喜，今年 40 多岁，是个体
户，每次都参加党组织活动，并主动加入社
区义工组织，不定期为孤寡老人理发，参与
社区环境卫生整治等活动。

智慧党建解决了“阵地”问题。码头铺镇
陆家桥村有党员 65 人， 村党总支书记叶双
岩担任村干部 13年了。他说，以前村里开组
织生活会只能靠“发钱、给烟、吃饭”拉人。没
有建立党员活动室， 只好在露天场坪上开
会。 现在好了，村里新修了宽敞明亮的党员
活动室，建起智慧党建平台，党员们积极性
高了，组织纪律性也强了。 党员敖才福居住
在集镇上，距村部 13公里远，现在主动要求
参加组织生活，从不缺席，且参与到村里的
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事项中来。

基层治理的人才格局也在悄然变化。组
织部门给智慧党建综合服务平台配备了一
名党建联络员，均是大专以上学历，以本地
户籍为主，30 岁左右，主要负责党员信息录
入维护、智慧党建的技术支持、政务办理等，
成为基层服务的主力军。

目前，澧县智慧党建平台已经覆盖了全
县 19 个镇（街道）、291 个村（社区）党组织、
9 个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全县
41709 名党员，健全了信息数据能实时无障
碍地进行党群沟通，“三会一课”、 支部组织
生活会、 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得到贯彻，让
基层党支部成为党的有力堡垒，激活了基层
党建内生动力，也提升了党在基层的组织力
和战斗力。

当前正是橘子柚子上市的季节，澧县码头铺镇
刻木山村漫山遍野的橘子、脐橙，柚子树上挂满了
沉甸甸的果实。 该村发展了果业产业，今年是丰收
年，预计水果产量达 400 万公斤，销售收入 1800 万
元。 刻木山村组建了专业合作社，村民只管种植，销
售由合作社负责。 往年这个时候村干部和合作社成
员会四处奔走寻找销路，但今年，大家一点也不着
急。

“通过智慧党建平台的商务功能，已预订出去
了 200 万公斤水果。 各地经销商主动找到村里，今
天下午我就要和江苏的一个水果经销商洽谈。 ”10
月 14 日，省人大代表、刻木山村党总支书记廖双全
开心地说， 通过智慧党建平台销售出去的水果，不
但量大，而且价格比往年高，还节约了仓储、运输、
人工等方面成本，百姓的收入增加明显。

廖双全拿出销售预订登记本细算了一笔账，周
边乡村柑橘市场收购价 5 毛一斤， 但该村订购价 8
毛一斤，价格就提高了 6 成，如果是网上零售价格
更高。 而且，通过智慧党建平台联系到了过路的顺
风货车，一车按 3 万公斤算，每车可节省运费 2000
元，此外还节省了在外地搞销售的人工成本和水果
租赁仓储费。 一年下来， 单成本至少节省 40 多万
元，相当于给百姓增加这么多收入。

据介绍，澧县每个镇选取了 1 个村（社区）进行
商务服务平台试点， 配备了多功能触摸屏一体机、
电脑、货架、灯箱等设备，实行一站式线上交易。 码
头铺镇刻木山村此前通过平台销售香桃、李子等农
产品，交易额达 100多万元。

此外，该县还与农业银行对接，在所有村（社
区）设立金融服务便民站，村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
转账取款缴费等业务。

澧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调研党建工作。

曾家港村村民在村部智慧党建政
务服务中心办事。

澧县梦溪镇宋鲁湖村空巢老人
龙运英和其女儿视频通话。

村村都新建起了智慧党建平台。

常德市澧县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以智慧党建系统管理平台为
抓手，搭建市、县 、镇、村 、党员五级联动工作体
系，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
精确、管理不精细、服务不精准等现实问题，全面
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一是把思想政治工
作落实到支部。该县利用视频会议系统经常性地
开展全县基层党组织、党员参加的政治学习和党
性教育，较好的解决了一些党员理想信念、宗旨
观念、担当作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振奋了精神，
增强了信心。 二是把从严管理党员落实到支部。
该县基层党支部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 谈心谈
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以党纪党规规范党员
行为，引导党员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行合
格、发挥作用合格。 三是把党的群众工作落实到
支部。 该县通过开展为民服务，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较好的掌握了做好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把
“集结号”吹起来，把党员发动起来，真心实意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全程
代办等做法，特别是开展的亲情服务、金融服务、
商务服务等，把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和党组织的力量。

今年 7 月，智慧党建平台运用后的第
二个月，如东镇长福村 71 岁村民何祖亮来
到村部，几分钟内就办好了老年优待证。 老
人说，他儿子在广东安了家，他一直想办个
老年证方便在城里玩，但之前办理太麻烦。

以前正常的流程是， 先在村里填表盖
章，到乡镇民政所盖章，再到县政务服务中
心民政窗口排队办理。现在政务下沉，老年
人只要在村里凭身份证即可办理。 现在民
政和公安机关信息打通， 连照片都不需要
另外准备，省事、省时、省钱，方便多了。

如东镇长福村党总支书记陈远军说，
以前村里没有一个人办老年证，这次，除自
认为没必要办的老人外， 其他 380 多名老
人全都办理了老年优待证， 一个月内全部
办完。“以前一年办理两三千个老年证，今
年智慧党建平台运行 4 个月期间， 全县就
办理了 1万多个。 ”澧县民政局局长陈祖毅
说，民政部门率先将老年人优待证、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医疗
救助、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等 6 个事项办理
权限下放到镇村办理， 另梳理了 8 个服务
项目，计划年底下沉。

在澧县，以前办理身份证流程是，所有
人只能在县政务中心户籍窗口办理， 很不
方便。 要是在年底，办证的人扎堆，一排队
就是几个小时。 现在各乡镇街道派出所都
能办理身份证。 小渡口镇土地洲村村民严
友兰，今年 70 多岁，腿脚不方便，身份证已
丢失一段时间了。 今年 9月份，老人在家人
搀扶下来到小渡口镇派出所，10 分钟就补
办好了身份证。

在外务工的群众办事也很方便。 涔南
镇崔家岗村村民薛艳夫妇在外务工， 想办
理生育证。 薛艳提前给党建联络员马玲芳
打来电话，预约了检查事项，她返回常德一
天就办好了生育证。

如东镇长福村退休教师刘登贵也感到
村里的变化。 他说，以前要办个事，找人都
找不到。 现在要办什么事直接到村部，村干
部肯定在。 现在的村干部切实在为百姓做

事，村里的道路变得平了，路灯也亮了，环
境变得整洁了，感觉像生活在花园里一样。

澧县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菊文表
示，政务下沉，不只是权力下放，打造百姓
“家门口的政府”， 更重要的是提升行政效
能，各服务事项都有限时办结的要求，每日
一清，每周一评比，倒逼办事效率提速。

澧县制定了《澧县镇(街道)村(社区)智
慧政务服务指南》《便民服务大厅工作人员
言行规范》，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每个
服务窗口按 AB 岗要求选配工作人员，村
(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每日保证 3 名左右干
部坐班服务，可直接办理的，直接办好；需
上级审批的事项， 一次性告知必备的申报
材料，实行网上办理、全程代办。“最大限度
地保证群众办事不出村。 ”

每个智慧党建平台安装了多个摄像
头， 澧县县委组织部依托智慧党建监控系
统对窗口服务人员工作纪律、 服务行为等
情况进行抽查。 同时，县委组织部和县政务
服务中心组成联合督查组， 每月采取不打
招呼、直接下到镇村便民服务中心的方式，
督查业务受理率、 事项办结率和群众满意
率。 一旦发现问题，便可追责处理。

编后语：

党员有了“阵地”

高
站
位
推
动
智
慧
党
建

群众办事“不出村”

百姓有了“幸福感”

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翅膀”

（本版图片由澧县县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