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綦江区篆塘镇古歧
村蔬菜基地，数十名村民正
在采收萝卜，一片忙碌景
象。

2018年2月，古歧村组
建“綦江区古綦蔬菜专业合
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由村
党支部书记李正强担任董
事长。经过一年发展，蔬菜
基地土地流转、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等全面完成，并取得
初步成效，70亩萝卜获得
丰收。

李正强是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从2007年就在古
歧村当村主任，2015年开
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
李正强任职的时间里，他干
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修
路。从2007年至今，在李
正强的带领下，古歧村新修
公路19公里，硬化公路5.5
公里，接通了各村组及周边
村的断头公路。

“李书记比较无私和有
情怀，面对村里困难群众，
不仅带领村支两委帮扶，自
己也经常是自掏腰包提供
帮助。”篆塘镇组织委员唐
航介绍，曾经在村上有一户
贫困户的小孩由于父母不
在，无人照料，李正强就带回
自己家里照顾了一段时间，
还给小孩买新衣服。另外，
李正强经常开着自己的私
车，带着村民到镇上看病。

古歧村曾是贫困村，
在脱贫攻坚战中，为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李正强带
领村支两委，从完善基础
设施、打通销售渠道、出面
担保贷款等方面着手，为
村民解决发展“后顾之
忧”，全村60%的贫困户靠

学习新技术、就近就业脱
贫致富。

“实践证明，一个好书
记对一个村的发展至关重
要。”綦江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李乾进表示，农村富不
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关键看“头羊”。村党支
部书记是村支两委的“主心
骨”，只有党支部书记当好
表率、积极引领，基层党组
织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
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发挥。

永城镇党委专职副书
记刘稳深有感触：“好的村
党组织书记，做各项工作都
有‘几把刷子’，而工作能力
弱的，整体带动作用就较
差。”刘稳说，比如永城镇中
华村党总支书记和驻村“第
一书记”履职尽责做表率，
在抓党建工作、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环境卫生整
治等各项工作上成绩都较
为突出。与之相对应的是，
辖区内个别村由于党总支
书记年纪较大，抓党建工作
办法不多，工作能力较弱，

“领头雁”作用和示范带头
作用也相对较差，班子履职
能力也不理想。加之村里
企业较多，班子在群众矛盾
疏导方面能力又不够，厂地
矛盾较为突出，且久拖不
决。更有甚者，个别组长更
是成为矛盾方的“代言人”，
与村上、镇上对着干。

“对于个别不合格的
组长，镇党委、政府已责令
村委会按照相关程序予以
更换。对于抓党建力度不
够、示范引领作用不强的
党组织书记，镇党委更坚
决予以更换。”刘稳说。

綦江书写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新答卷”
从给钱给物“输血”变建好支部“造血”

“有女不嫁万隆山，天晴落雨把门
关。一天三顿沙沙饭，肚皮烤起火斑
斑”。这首流传在綦江区石壕镇万隆村
的民谣，是曾经万隆村村民生产生活的
真实写照。万隆村位于綦江区石壕镇
南部大山深处，与贵州接壤，是以前的
老乡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产业
发展滞后，一度困扰着2000余名原住
民……2014年，万隆村被列为市级贫困
村。

如今，宽敞整洁的柏油路，两侧是
红墙青瓦的特色民居，村民房前屋后鲜
花盛开。糯玉米、方竹笋、蜂蜜，一年四
季，季季有产出、家家有收入，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今年春节前夕，万隆村
还举行“三变改革”股东分红大会，607
户村民分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
利。

从贫困村到远近闻名的新农村，为
何万隆村在短短几年间发生如此翻天
覆地的变化？“关键还是万隆村有一个
好的基层党组织，有一支强的班子队
伍。”石壕镇党委书记池小伟表示，万隆
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都是干部群众公
认的“能人”，有了好的“火车头”，自然
发展得快。

万隆村的变化，是綦江区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綦江
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帮钱帮物，不如帮
助建个好支部”重要指示精神，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推动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形成常态、彰显长效。

“安稳一度不安稳，村
民电厂闹矛盾。支部党员
来帮带，如今亲如一家
人”。安稳镇安稳村位于场
镇周边，是一大型电厂所在
地，长期以来，占地赔偿、环
境污染成为电厂和村民间
的沟通“鸿沟”，村民每年都
要集中反映近10次。

去年10月以来，村党
总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通过建立定期联系“碰
头”机制和党员入户帮带机
制，啃下了长久以来没有啃
下的“硬骨头”。如今，村民
有意见，第一时间便联系自
己的帮带党员，党员能解释
解决的当场处理，处理不了
的上报党总支，组织电厂和
村民双方召开联席会，协商
解决。机制建立至今，该村
无一例上访事件。

事实证明，基层党组织
真正强起来后，在群众的威
信和凝聚力便立了起来，困
扰基层治理的很多难题自
然迎刃而解。

石壕镇红椿村地处采
煤沉陷区，多年来厂地矛盾
突出。这样一个存在诸多
矛盾的“问题村”，很难想象
连续18年零信访。

红椿村是怎么做到的？
据了解，面对采空影响

较大、厂地矛盾突出、发展
条件受限等情况，村党支部
围绕“建好支部树威信，解
决问题得民心”目标，坚持
每年走访90%以上的村民，
把群众的需求了解清、解决
好。

“经过深入走访，群众
反映强烈的难题主要是土

地补偿矛盾、饮水困难以及
道路不便三个方面。”红椿
村党支部书记李尚平介绍
说，在2001年以前，因为矛
盾突出，红椿村经常发生堵
矿、堵路的现象，由于缺水，
村里90%以上村民需要挑
水喝。

用3年时间逐步解决
了村民饮水难题，在山体滑
坡中妥善安置村民168人，
为方便出行修建了红石公
路4.98公里、红高公路4.3
公里，硬化人行便道8.5公
里……针对村民关心关注
的问题，村党支部凭借一件
件实打实的举措，赢得了群
众的信任。

村里风清气正，人心便
思进。近年来，红椿村发展
起琯溪蜜柚 700 亩、板栗
400 亩，种植生态林 1200
亩，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致
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基层社会治理离不
开基层党组织的参与和引
导，社会治理的举措延伸到
哪里，基层党组织就要出现
在哪里。

当前，綦江区正按照
“有群众的地方就要有党
员，有党员的地方就要有组
织，有组织的地方就要充分
发挥作用”这个目标，将服
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将
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正在形成。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
堡垒，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如何真正让基层党
组织强起来？

綦江区主要明确了三个
抓手：一是优化村干部队伍；
二是发挥党员作用；三是突出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在优化村干部队伍上，綦
江区通过选优配强村支两委
班子，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成坚强战斗堡垒，切实提升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
力。目前，綦江区连续3年开
展村党组织书记评绩定星。

据介绍，思想政治素质
好、群众基础好、工作实绩突
出、带动效应突出是评绩定星
最基本的要求，被评定对象必
须为连续担任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或村（居）民委员会主
任 5年及以上的现任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

星级书记的名额也有严
格限定，全区每年评定70名
左右，其中，五星级书记仅有
10名左右。根据辖区村（社
区）数量、人口数和幅员面积，
由区委组织部向街镇党（工）
委分配推荐名额。

“评上星级书记的，首先
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上会
有所体现，比如我们根据不同
星级，阶梯型地增加待遇。”李
乾进介绍说。

班 子 强 ，则 事 业 兴 。
2018年，星级书记所在村（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超过全区总
量的三分之一。

除了把星级书记“选上
来”领头，綦江区还将“第一书
记”“沉下去”帮带。2018年，
綦江区将干部经历与贫困村
重点村实际相结合，靶向选派
58名驻村“第一书记”到村任

职，建立“日常+年度”“明察暗
访+现场检查”考核机制，全方
位掌握履职情况。同时，将“第
一书记”纳入优秀年轻干部台账
管理，明确提拔重用后继续在村
履职，坚决防止“人在心不在”。

在发挥党员作用上，綦江
区立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两
个关键，利用冬训、分类积分
管理等方式，全力推进党员发
展、培育、管理规范化，让农村
党员成为乡村振兴中坚力量。

以党员分类积分管理为
例，綦江区通过建立党员“积
分档案”，明确专人负责项目
评分及相关材料收集归档。
从党员日常言行、密切联系群
众、树立文明新风、积极发挥
作用以及围绕党组织中心工
作等方面作出具体划分，突出
积分管理的严密性和可行性，
有效促进党员作用发挥。

在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上，綦江区紧扣“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求，着
力通过学习教育引导党员讲
政治。对此，綦江区创新推行
《党员活动证》《基层党组织工
作手册》“一证一册”，出台党
组织生活工作规程，让组织生
活严肃起来、规范起来。

此外，为解决农村党员居
住分散、时间难统一、老党员
行动不便等因素导致的组织
生活参与率不高的难题，綦江
区推行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
组织生活。比如，永城镇中华
村台子上党小组充分借助农
家乐“位置好、阵地优、人气
旺”优势，在小组长开办的农
家乐建立党小组活动中心；打
通镇结合群众白天地里干农
活、相对分散，傍晚走家串户、
围桌闲谈的实际，打造“农民
中心户”学习阵地。

选好“领头雁” 带动一大片 出实招强队伍 夯实基层堡垒 形象树起来 以实干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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