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物业”提升居民幸福感

亳州市谯城区把党的组织有效嵌
入物业企业，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推
动“红色物业”向纵深发展，有效提升
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筑强支部战斗堡垒，推进红色阵
地建设。 采取单建、联建、挂靠建等方
式，大力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 符合党组织成立条件的 73 个物
业小区、12 家物业企业、16 个业主委
员会 ，全部成立了党组织 ，物业企业
党组织既做好物业服务又传递党的
声音。

打造红色示范项目，发挥志愿服
务力量。 围绕“组织强、阵地红、队伍
优 、机制活 ”的要求 ，大力推动 “红色
物业”示范小区创建。 全区创建市级
示范小区 13 个 ，评选出 “红色物业 ”
示范项目 12 个，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充分整合社区网
格员 、党员志愿者等各种力量 ，激发
多元共治的活力。 设立“红色物业”维
修岗 、家政岗 、服务岗 ，组建 “红色物
业志愿队”，定期开展公益活动，帮助
解决群众各类困难。 （戴明 黄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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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正是这般模样

■ 王娟

日前， 央视播放的由中央组织部
等录制的《榜样 5》专题节目，让我们
再次重温了在疫情防控的重大考验面

前，一个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向险而行、 逆向而进的大无畏精
神。 党员，正是这般模样。 回望百年党
史，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以九死不悔
的执着信念、披荆斩棘的锐意进取、薪
火相传的砥砺担当， 谱写了我们党克
难奋进的壮丽史诗。

共产党员的眼中闪烁着信仰的光

芒。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
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
验的精神支柱。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
无数党员前赴后继、流血牺牲，靠的正
是这无坚不摧的信仰力量。 南湖嘉兴
的红船上， 那时他们正年轻， 胸怀使
命，满腔热血，无所畏惧。 百年奋战、百
年征程，而今，九千多万名党员眼中光
芒依旧、初心不改。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
逆行中、在抗洪抢险的大堤上、在脱贫
攻坚的战场上，他们以生命赴使命，以
挚爱护苍生，心系家国，矢志不渝。 党
员干部应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信仰

的力量，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的信念， 将青春和汗水奉献在践行初
心的伟大进程中。

共产党员的肩头扛着奋斗的使

命。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 ”
重温百年党史， 也是在深刻了解中华
民族的奋斗史。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
啃树皮、抗日寇求解放……一路走来，
我们党以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拼搏
精神，不懈进取奋斗，让中国大地有了
翻天覆地的巨变， 让中国人民过上了
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船到中流浪更
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当前正是爬坡
过坎的关键期，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
山涉水。 千秋伟业、征途漫漫，党员干
部应永葆奋斗姿态，一锤接着一锤敲，
一步接着一步走，一年接着一年干，争
做不负韶华的奋斗者， 书写下新时代
的辉煌。

共产党员的血液传承着红色的基

因。 “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
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 ”我们党一路走来，筚路蓝
缕，苦难辉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
精神谱系，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有铁人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
神等等。 这些精神谱系是我们党的传
家宝， 是筑牢初心和使命的红色基因
和政治底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
员干部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以先辈
先烈为榜样，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以实际
行动擦亮共产党员“身份名片”，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党员议事会”议出新村风

■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本报记者 黄永礼

“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讨论村里投
资 200 多万元， 新上稻谷烘干项目的事。
我先把项目筹建方案跟大家介绍一下，看
看大家有什么意见……”3 月 29 日上午，
怀宁县高河镇独枫村为民服务中心会议
室里，村党支部书记李海梅在“党员议事
会”上，抛出了议事主题。

“这个项目，村‘两委’也是经过反复

考虑、多方考察后决定的，投产后每年可
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以上，还
能带动一些群众就业，预计 4 月底可动工
建设。 ”李海梅说出了建设项目的背景和
前景。接着，无职党员、村监委会主任胡来
恩详细介绍了村级财务、 项目的注册本
金、程序等情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财务一定要透明
公开，建成后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老村
支书陈儒平第一个发言。

“我来说两句。目前土地现状，项目建

设地还有三棺坟没有迁出，要做好群众思
想工作，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配合。”党员操
乐余接过话茬说。

“这个项目好，既能增加村集体收入，
又能带动群众增收”“希望把项目实施考
虑周全点，毕竟投资这么多钱”……会议
室内，10 名党员围绕议题集聚众智，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积极讨论，畅所欲言，场面
气氛热烈。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充分讨论， 最终
一致通过了项目建设方案。 “议事会”上

党员提出的合理建议也被吸纳到项目建
设方案中。

这是独枫村创新民主治村、 民主理事
而推行“党员议事会”的一个场景。 如今，独
枫村每遇重大事务， 都要召开 “党员议事
会”，发挥党员作用，汇聚集体智慧共同促
进村发展。 村里无论大小事，都是大家集体
商讨，议出了新思路，议出了新村风，也增
强了村里党员的责任心和凝聚力。

“全村有 42 名党员、3 个党小组，由
党员们从党小组中推选出 3 到 4 名公道
正派、群众信任的党员代表，担任党员议
事会成员，他们代表的是群众，凡涉及群
众的大事小事， 都由党员议事会商议决
定，群众放心，干群贴心。”李海梅说，现在
我们和党员一起听民意， 一起想办法，一
起做工作，决策科学了，干群关系顺畅了，
干事的劲头也更足了。

共绣党旗颂党恩同奋进

3月 30 日上午，“巾帼心向党 奋
斗新征程” 长三角共绣党旗安徽起针
仪式，在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举办。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由上海市
妇联牵头，安徽省妇联携手江苏省妇
联 、浙江省妇联 ，共同开展长三角妇
女共绣党旗活动。 长三角百个妇女组
织千名妇女代表共绣党旗，以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学党
史、知党情、颂党恩，为党的事业作出
新贡献 。 安徽起针仪式由省妇联指
导 、合肥市妇联主办 ，起针仪式结束

后，省内参与此项活动的地方也将陆
续开展绣党旗接力活动。 到 6 月，长
三角三省一市四面绣好的党旗将会
在上海集中展示，以此彰显长三角女
性同心向党，携手奋进新时代的精神
面貌。

起针仪式现场， 渡江战役纪念馆
组织了红色主题宣讲 《牢记总书记嘱
托 传承好红色基因》等节目，诠释渡
江精神内涵，参加活动的妇联干部、群
众代表还重温了入党誓词。

（贾学蕊）

■ 本报记者 黄永礼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 对于夯实党在
城市的执政基础，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
来，我省创新实施“三抓一增强”工程，推
动街道社区党组织抓党建、抓治理、抓服
务，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
组织力，提升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夯实
社会治理基础。

赋权减负， 深化街
道管理体制改革

牌子多、考核多、检查多，权小事多压
力大，一度让社区工作人员不堪重负。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牌子越
挂越多，社区承接的行政事务也就越压越
多。 ”记者在皖南某地采访时，一位社区
负责人表示，如此一来社区用于服务居民
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

明责、赋权、增能、减负。 近年来，我
省扎实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厘清边
界，转变职能，强力推进为街道社区赋权
减负，强化其统筹协调功能。

合肥市开展以“减牌子、减事务、减考
核，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为主要内容的
专项行动， 切实解决社区过度行政化问
题。 经过努力， 社区常规性事务精简达
60%，涉及社区的“一票否决”事项全部取
消，让社区职责更加明晰、功能更加优化、
服务更加精准，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有效发挥。

有着近 16 万常住人口的合肥市包河
区常青街道，居住人口类型复杂、群众诉
求多样。“原来的七站八所管理架构设置，
导致部门间忙闲不均， 职能常有交叉重
叠，制约办事效率。”常青街道党工委书记
沈常青介绍，去年经过深化体制改革后，
实行大部制管理，将街道原有的 26 个部
门整合设置为 10 个大部门，有效实现了
“一个哨子吹到底， 一支队伍管到边”，工
作效能大幅提升。

“我省深化街道体制改革 ，变 ‘向上
对口’为‘向下对应’，强化抓党建 、抓治
理、抓服务的机构和力量。 ”省委组织部
城市组织处负责人介绍， 各地纵深推进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着力在调整机构设
置、理顺职责职权、充实工作力量 、优化
工作运行等方面深化改革， 大力推进社
区赋权减负增效。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省 16 个市均
制定社区工作事项清单、244 个街道中超
过 80%完成了体制改革、83％的街道取消
招商引资任务考核。

负担做减法，支持做加法。我省全面
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
体系，加强对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支持。目
前， 全省 98％的街道和社区成立党建工
作联席会议 ，90％以上的社区党组织拥
有对辖区单位评先评优的评价权等 3 项
权力。全省所有县（市、区）全部推行了社
区专职工作者员额管理， 共核定 3.6 万
人、配备 3.4 万人，普遍参照当地事业单
位管理岗相关职级， 落实社区专职工作
者报酬。

共建共治， 下好基
层治理“一盘棋”

针对以前驻区单位互不往来， 社会
资源难以有效整合、 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不足的问题， 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街道
建新社区，与 13 家驻区单位联合成立社
区“大党委”，创新推行“六联动”做法，即
党建工作联做、社会资源联享、公益事业
联办、服务难题联解、精神文明联创 、社
区治安联防，做实共建共治，提升社区治
理成效。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和
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 社
区治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社会和谐稳
定。 全省城市基层党组织坚持党建领航，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协同联动
治理架构，建立区域化党建共同体、党建
联盟、兼职委员等制度，把区域内不同层

级、不同领域的党组织有机联结起来，实
现资源共享、问题共解、困难共帮。 据统
计， 全省 95％的街道社区与机关企事业
单位结对共建， 共有 35.8 万名在职党员
到社区报到，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73.7 万
人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8.6 万个。

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要，近年来我省
全面推行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交叉任职，全
省“一肩挑”比例达 56％、兼任居务监督委
员会主任的达 95％， 较好保证了党的领
导融入基层群众自治。

加强社区网格党建， 做实治理基本
单元。 全省 97％的社区开展了网格化管
理，共划分网格 2.4 万个，配备兼职网格
员 3.4 万名，57％的网格成立网格党支部
或党小组， 把党的组织和服务延伸到群
众身边。

宣城市实施城市基层党建 “蜂巢共
筑”工程，优化整合党建 、城管等工作网
格 ，组建 185 个 “全科网格 ”党支部 、368
个楼栋党小组， 选优配强 966 个网格支
部班子成员及党小组长， 全面推行社区
“联点共建 ”制度 ，织密网格治理 “组织
网”，打通城市基层治理 “末梢神经 ”，激
发城市基层治理“大能量”。 合肥包河区
打造“共治”平台，将数字城管、综治维稳
信访中心、天网工程等 7 个平台的信息，
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建立起区 、街道 、社
区三级共治网络，实现“单兵作战”向“联
勤联动”转变。

服务进家， 办好群
众“家门口的事”

“以前办证要走 20 分钟路去社居委，
现在在小区里就能办好，特别方便。 ”3 月
10 日， 在合肥高新区蜀麓中心车城小区
“心连心”党群服务站办好养老资格认证
后，70 多岁的刘奶奶非常高兴。

车城小区“心连心”党群服务站是蜀
麓中心探索社区工作者驻点小区服务的
首个试点。 5 名驻点人员除了在党群服务
站为居民提供办事办证服务外，还分别包

片小区楼栋，进楼入户听民情、访民意，做
好小区内党员的教育管理、问题的发现化
解，并根据居民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各
项便民生活服务，让党员群众感受到组织
在身边、服务在身边。

服务，是基层党组织的主题。 适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我省推进资
源力量下沉，不断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
服务能力。

各地社区积极改进服务方式，注重利
用信息化手段，建好管好用好楼栋 QQ 群
微信群等， 让群众需求能够及时反映、迅
速解决。芜湖市赭山街道黄果山社区党委
与安师大联合打造“一米阳光”志愿服务
品牌，倡导每名党员奉献一点时间、一份
爱心、一项专长，提供“微服务”、办好“小
事情”。

目前 ，全省街道社区全部建成党群
服务中心， 社区中心面积普遍超过 300
平方米，在居民区建立中心 (站 )2565 个。
按照市辖区的社区每年不低于 10 万
元 、县 (市 )的社区每年不低于 5 万元的
标准，落实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
费 。 鼓励培育和引进社区服务 、专业调
处等社会组织 ， 整合优化信息服务平
台，积极推行“一站式”“一窗式 ”服务模
式，努力为群众提供专业化 、精细化 、便
捷化服务。

疾风知劲草。全省城市基层各领域党
组织在应对大战大考、 服务发展大局中，
增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

在新冠疫情大考中，全省近 3 万个街
道社区党组织和 40 多万名党员干部迎难
而上、冲锋在前，累计选派 3 万余名干部
下沉社区，守稳筑牢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第一道防线。 在抗洪抢险大战中，全省街
道社区、机关、国有企业等党组织共组建
党员突击队等近 5000 支， 参与长江、淮
河、巢湖防汛救灾“三线作战”。 在服务发
展大局中， 推动城市领域基层党组织全
力落实“六保”任务、扎实做好 “六稳 ”工
作，有力助推全省经济运行稳步复苏、稳
定转好。

“流动课堂”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坐着公交，扫扫车子吊环上的学
党史二维码， 就能看英雄事迹和党史
故事，这个做法挺好。”日前，旌德县打
造公交车主题车厢， 开辟党史学习教
育“流动课堂”，此举受到群众和党员
的欢迎。

党史学习教育中， 旌德各单位结
合自身实际，积极创新学习教育形式，
县交通运输局利用公交车流动性强、
覆盖面广的优势， 在全县 34 条线路
80 辆公交车上精心打造主题车厢，方

便广大市民在乘车途中， 利用碎片时
间进行党史学习，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日常、学在经常。

“34条公交线路覆盖全县 10 个镇
68个村（居），每天发车 700个班次。目
前主题车厢是以张贴学习标语和二维
码、引导市民线上自学为主。 ”该县交
通运输局负责人说， 接下来还将继续
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 让公交车成为
县党史学习教育的流动大课堂。

（雷蓉）

“一线导向”激励干部干事创业

固镇县突出一线导向， 注重在一
线培养锻炼干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一线选拔使用干部，为发展配干部、用
墩苗助成长的鲜明用人导向。

把一线作为发现储备、 培养锻炼
干部的大平台大熔炉。 加大基层一线
公务员招考力度，对优秀年轻干部，早
压担子，提供平台，搭建舞台。近年来，
乡镇公务员实行满编招录，共招录 89
人，2020 年招录选调生 10 人。 制定多
岗位锻炼、传帮带等培养计划，去年选
派 42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专项攻坚工

程第一线进行实践锻炼、成长成才。
把一线作为考察识别、 选拔任用

干部的主战场主阵地。 多渠道全方位
了解干部工作表现， 重点考察干部的
责任担当、能力水平和实绩效果，将考
察的结果与干部的任用、职级晋升、评
先评优、 年度考核结果等次评定相挂
钩。 2020 年以来，提拔或重用干部 28
人，其中一线干部占 63.6%。 对 6 人进
行提醒谈话， 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
导干部 8名。

（黄永礼）

·喜庆建党百年·基层党建新实践系列报道②

3月 23日， 凤台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党史辅导

员、93 岁老党员吴少清在给
社区党员上党课 。 吴少清 ，
1947 年 10 月入伍，1949 年 8
月在长沙战役中入党， 曾参
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等。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明 摄

本版欢迎全省组织系统、 党务部门提供党建类
稿件，来稿请发邮箱：ahrbhyl@126.com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