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图作战
推进李子塘村
脱贫攻坚。

火红十月，行走北塔区城乡，一堂
堂专题党课现场气氛热烈、 催人奋进；

一场场“主题党日”活动如山花烂漫，争相绽放；
一个个胸佩党徽的党员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
田间地头……资江北岸，古塔脚下，“红色细胞”日
益活跃，“红色堡垒”日益坚固，正汇聚成一股不忘
初心、为民服务的“红色力量”。

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大方的牌楼、干净清爽
的院落、姹紫嫣红的花圃 ……国庆期间，田江街
道苗儿村的谢方颖老人在外地儿子家住了两个
月回来，眼前的变化让老人惊喜万分。

今年来，苗儿村党总支与区交通运输局、文旅
广体局党支部共建推出“三亮两带” 品牌党建项
目，支部带领，党员带头，出钱出力解决群众最期
盼的民生问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苗儿村的新变化，仅仅是北塔区打造党建品
牌、提升服务的一个缩影。

红色服务，真情为民。 推行党员干部“环境卫
生大清洁”“我为北塔添绿色”“支部建在项目上、
身份亮在岗位上，党旗飘在工地上”等活动。 全区

建成“爱心西湖桥”等品牌
示范点 6 个、“中国精

神讲习所 ” 等 12
个。启动“党员家

庭” 光荣牌授牌活动。 成立 3个居民小区功能型
联合党支部。 今年，全区扎实开展“结对帮亲”活
动。 区、乡街道机关及村社区三级干部积极“结对
帮亲”走访，了解社情民意、宣传政策法规、排查化
解矛盾、推动重点工作。收到上报区级层面解决的
群众反映意见 79 个， 分别由 19 个区级单位承
办， 全区共解决民生问题或有效答复群众意见
450多个。

所有党员干部认亲、结亲、帮亲，面对面征求
群众意见建议，并进行分类整理、跟踪督办、反馈
评价，做到活动“常态化”、反映问题“有回音”。

党建品牌，活力四射。 茶元头街道打造“红色
服务联盟”党建品牌，为街道 428 户党员户统一
悬挂“共产党员户”牌，辖区 8 个村(社区)党员、
群众广泛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红色服务联
盟”成立后，街道志愿服务人员很快从 60 多人扩
大到 3200多人。 状元街道西湖桥社区按照“党建
引领发展、幸福惠及民生”的思路，以“爱心奉献”
为党建突破口，从设立爱心摊位、爱心早餐、爱心
超市、微心愿认领入手，再到组建“365 党员志愿
服务队”和“居民对门对户帮扶队”，逐渐建立起邻
里守望相助的爱心互助机制， 给社区居民营造出
一个温馨和谐的幸福家园。

主题教育，抓深抓实。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瞄准靶子，有的放矢。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从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改起， 列出八项专项重点
整治任务。 截至目前， 该区查摆出不担当不作为
问题 15 个，已整改 11 个，4 项在整改中；查找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4 个、基层党组织软弱
涣散问题 4个，正在紧锣密鼓整改中。

同时， 区级党员领导示范带头开展调研式学
习，开门抓教育。 截至 10 月下旬，已制订 8 个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梳理出 120 多个问题，提出近
200�项整改措施。 全区 53� 个单位与 41 个村社
区结成对子，1300 余名机关党员干部进村入户，
收集民情民意 300 多条，并围绕产业、基础设施、
棚户区改造、教育等难题，分类建立台账，确保事
事有措施、件件有回音。

资江北岸春潮涌， 红旗漫卷美如画。 自北塔
区建区以来，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8 年的不到 2.4
亿元跃升到 2018 年的 39.15 亿元， 年均增长
13%；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了 8.8倍、33.6 倍和 54
倍； 内联引资从 2009 年的 16.05 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82.96亿元，年均增长 20%。 22 年，弹
指一挥间，北塔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奏响了改革
发展最强音。

征程万里风正劲， 重任千钧再奋发。 北塔全
体干部群众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发展高质量， 奋力谱写更加出彩的北塔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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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北塔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风展红旗美如画

� 金秋北塔，橙黄橘绿，丹桂飘香，在一望无际的乡村田
野间，在车水马龙的竹木建材市场里，在热火朝天的新城
建设工地上……

一场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正在
资江北岸铺开壮美画卷。

“打造以‘三大目标’、‘六大平台’、‘五好效果’为核心
内容的‘北塔 365 党建’品牌，着力发挥党建的优势，用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党建成效。 ”北塔区委书记仇珂静
的话语掷地有声。

红旗猎猎引征程，跃马奋进新时代。近年来，北塔区全
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固树立“抓好党建就是
最大政绩”的理念，紧扣市委“二中心一枢纽”及区委“四
城”建设战略，以“北塔 365 党建”为平台，夯实基层，强化
责任，加大保障，不断激化广大党员干部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凝聚起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 陈志强 李忠华 李爱国

抓住根本，拧紧党建“总 开 关 ”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干部是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北塔区坚持做到“两个始终”，持之不
懈抓好理论武装、党性锤炼和道德教育，使党
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从而打造出一支充满朝气、富于创造、
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进一步激活高质量发展
的潜力、动力、活力。

始终突出思想建党，注重集中性教育和经
常性教育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 坚持党性教育和专
业化能力培训相结合，5 年来全区培训各级各
类干部 5000多人次， 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全面
提升。

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决破除“唯票、
唯分、唯 GDP、唯年龄”等倾向，实行“凡提四
必”、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度，先后
开展“三超两乱”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织密干
部管理监督“笼子”，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有
力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特别是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北塔区
委、区政府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线，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
检视边整改，把理论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有机融合、统筹推进，推动主题
教育往心里走、往实处抓。

区委书记仇珂静、 区长刘贻银
率先垂范，深入各单位，带头学习，带
头上党课，带头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截至
10 月 28 日， 全区累计组织集中学习 150 多
次、专题报告会 20 多次，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
近 100场次，掀起了主题教育的热潮……

2014 年至今，全区先后开展了践行“三严
三实”十大模范人物、好干部、优秀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 优秀农村党员等系列评选活动，
树立了爱工作胜过爱自己的全国民政系统创
先争优为民服务优秀服务标兵王春光、全国模
范司法所长刘双富等 30多位党员典型。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近年
来，北塔区上下同心，奋发有为，全力打造湘西
南商贸物流新高地、全市生态宜居新坐标、省内
文化旅游新名片、都市经济新商圈，各项事业高
歌猛进，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富足。“全国
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省经济快进县”、
“全省服务业示范集聚区”……一张张亮丽的名
片，背景就是一面面红旗，一个个冲锋陷阵的奋
斗身影。

抓实抓细，下足党建“绣 花 功 ”

每次走进小区的“党员之家”，鲜红的
党旗、 闪亮的党徽让 70 多岁的老党员刘
玉秀心潮澎湃，不由得举起右手，默念墙
上的入党誓词。

家住北塔区中驰一城小区的刘玉秀
是一名企业退休老党员，每次小区联合支
部过党组织生活时， 她总是第一个赶到。
“现在基层党建工作越来越扎实， 我们退
休老党员也不能拖后腿哟。 ”

近年来，北塔区始终坚持抓党建促发
展，抓牢抓实“6 大工程”，不断创新党建工
作机制，以强化基层党建、基层治理、服务
群众的机构和力量为目标， 从细处着手，
向实处发力，练好“绣花”功夫，用干部的
“穿针引线”换取群众笑逐颜开的幸福“绣
品”。

抓主业尽主责，压实党建责任。 坚持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切实抓好“6 大工
程”，助力党建一体化发展。成立“北塔 365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区委常委联系
乡(街道)、党员区级领导联系村(社区)基层
党建工作机制。 联点区级领导指导并参加
联系点的组织生活会，全年上党课、调研
基层党建工作 6 次以上。 今年来，该区围
绕基层党建多次研究部署， 经常调研宣
讲，积极撰写理论文章；实行党建工作责
任清单制，签发工作提示 15 期，整改问题

80多个。
夯实基层党建， 筑牢战

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为此，
该区从组织建设、队伍建设、
基层党建等方面入手，不断夯
基垒土，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

增强“五化”支部建设的“硬
度”。 规范全区基层党组织的设置，目
前，建成达标“五化”党支部超九成，今年底
所有党组织 100%达到“五化”标准。 所有
村（社区）均成立党建工作指导站和村（居）
务监督委员会。 实行村级党组织书记区级
备案管理和“负面清单”管理；分批次组织
在职党员干部赴嘉兴、上海、武汉等地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培训；对乡（街
道）、 区属单位领导班子进行政治建设调
研考察；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
办法》，调优配强领导班子。

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纯度”。 今年，
扎实开展换届村（居）“两委”成员“八部门”
联审“回头看”；坚持“凡进必审”，对兴旺、
资新等村社区两委成员的补选人选进行
严格把关； 制订专项工作方案，112 名村
（社区）临聘人员全部清理和规范。

增强城市基层党建的“深度”。 选派社

区兼职委员 60 余人，提
升社区与辖区内单位共建共创
水平；启动了“党建共创、金融普惠”
活动； 围绕建设一个综合性服务平台、
一个导师工作室、一个青少年科技馆、一个
电子阅览室、一支志愿者队伍“五个一”工
程，打造 4个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点；发挥智
慧平台作用，在全区推广“党费通”，在状元
洲街道推广智慧养老，方便党员群众；建立
政协联组功能性党支部 6个， 提升政协联
组党建工作水平； 开展了庆祝建党 98 周
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

做实“党建+”， 聚合发展“新 动 力 ”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做细了就是
凝聚力，做强了就是战斗力。北塔区全面推动基
层党建与各项工作深度融合， 全力做实“党建
+”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的“红色动
力”。

夯实基层党组织，打造脱贫攻坚“火车头”。
该区全部完成 41个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全面消除了集体经济空壳村， 贫困村党组织书
记基本报酬、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等得到进一步
保障。今年，全区派出驻村工作队 13支、驻村干
部 38 名；落实驻村帮扶“五条规定”，下发工作
提示 6期； 落实网上签到和每半月一次对党员
结对帮扶和党支部结对共建的工作督查。 9 月

以来，全区突出脱贫攻坚“九个问题”清零，
坚持核查到户， 对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

集中大督查，着力统筹整改“一户一
表”清理资料、行业部门、驻村帮扶、
生态扶贫、健康扶贫、社会保障六
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已基本整
改到位。

扫黑除恶与基层组织建设

同步推进。抓实村（居）“两委”班子建设，开展换
届村（居）“两委”成员“八部门”联审“回头看”。
全区党员、 干部开展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闭
卷考试，并签订承诺书。以中央督导“回头看”为
契机， 全区共受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线索
60条。 目前，中央督导组、省里交办的线索已全
部办结，市里交办的线索办结 13 条，区里摸排
及受理的线索办结 13条。

“党建 + 乡村振兴”，实现基层党建与经济
发展双赢。该区成立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出台具
体措施，组建区级领导 + 帮扶单位 + 第一书记
的“红色服务团”，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纳
入绩效管理和基层党建述职考核、 作为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换届提名的重要依据。结合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一村一策”，抓实茶元头
村、李子塘村、苗儿村等 17 个村社区“美丽产
业”建设，以点带面，去年，该区所有“空壳村”脱
了壳，41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平均收入 20 多万
元。茶元头村建成发制品扶贫车间及蘑菇、光伏
发电等产业，乡村旅游日益火爆，今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预计达 30多万元。

强化服务，当好群众“贴 心 人 ”

北塔新城一角。

“我为北塔添绿色”党建主题月义务植树。

� 2019 年初， 党员为保交通
安全通畅在雪峰桥上除冰雪。

居民们在状
元洲街道 “邻里
之家”阅读交流。

党 员 为 田
庄 村 贫 困 户 廖
桃 英 老 人 送 去
防寒物资 ，还和
她拉起了家常。

党员为受
灾 群 众 驾 驶
“生命之舟”。

(本版图片由邵阳市北塔区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