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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重点关注

桂城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摸排和组织建设“双同步、促单建”工作

政企直联 助力企业组建党组织

近日，佛山贝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党支部、南方生命健康产业基
地联合党支部、龙头企业美客医疗科技支部等陆续成立。

为切实加强党对非公企业的政治领导，推动党建引领企业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桂城街道将聚焦“五类企业”和符合组建党支部条件的企
业，有序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摸排和组织建设“双同步、促单建”工作。

2020年 4月 15日，中

央组织部基层党建工作重点

任务推进会提出，要认真落

实“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的要求，以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为重点进一

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

为此，桂城街道发布挂

钩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摸排

和组织建设“双同步、促单

建”工作方案，采取党政领

导班子包片、包干到人的方

式提升企业党组织单建率，

不断提升非公企业党建质

量，通过树好大企业党建

“桂城示范”，带动中小企

业党组织有效覆盖，进一

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力

争用一年时间把两新组织

党建覆盖水平上一个新台

阶，以高质量党建助力桂城

高质量发展。

桂城街道“两新”组织党

工委聚焦桂城企业总部、商

务楼宇、产业园区，分别针对

互联网党建企业、特色产业

园区、本地龙头企业、产业楼

宇企业总部开展非公企业党

组织组建工作。据了解，桂

城街道领导班子分别挂钩五

类企业和符合组建党支部条

件的企业，带队走访关心企

业复工复产情况，同时，对企

业组建党组织的有关政策进

行了耐心细致的宣讲。这不

但使党员感受到组织的关

怀，也使企业主更深入地了

解了企业党建的重要作用，

切实加强党对非公企业的政

治引领。

近日，中共佛山市美客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部成

立。该党支部的正式成立，

标志着佛山市美客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的党建工作上了一

个新台阶，推动公司加快向

规范化企业迈进。

佛山市美客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华洪表示，

希望党支部加快发展新党员

步伐，壮大党支部力量，为党

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希望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认真搞好自身建设，积极

探索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思

路，紧紧围绕公司的生产、经

营、管理开展活动，协助公司

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充分发挥党支部在员工中的

政治核心作用。

树好大企业党建“桂城示范”

目前，桂城街道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非公企业党建工

作。根据前期区直部门、街道

组办、社区等单位分别走访摸

查企业情况，已初步掌握符合

3名党员或以上在册企业情

况。根据工作计划，桂城将采

取政企直联方式，由街道领导

带队，以现场实地调研指导企

业组建党支部的形式开展。

4月底，根据“桂城街道

非公企业党建‘双同步、促单

建’工作领导班子包干安排

表”，桂城已开始组织包干企

业走访指导组建党支部，派发

《南海区非公企业党建知识掌

中宝》，引导有意愿且符合条

件的企业与街道组办联系。

同时，桂城将聚焦“五类

企业”，包括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全省民营企业百强、

本地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和规

模以上企业等，抓实“五类企

业”单建党组织。重点推进

从业人数100人以上的“五类

企业”单建党组织的覆盖率，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党员特别

是管理层党员“亮身份”，实现

组织关系应转尽转，提高单独

组建党组织数量，实现应建尽

建，力争6月底桂城“五类企

业”党组织单建率提升一半，

力争今年底全街道“五类企

业”和非五类企业党组织总体

单建率达50%。

此外，桂城将实行区域覆

盖兜底。对非五类企业党员

人数3人或以上，加大引导企

业加快组建党组织，切实提升

非公企业党的组织覆盖率。

不足3人等暂不具备单独组

建条件的企业，按照“就近就

便、有利管理”原则，由街道、

社区成立联合党组织，或者由

所属园区、商圈市场、商务楼

宇等区域性党组织结合实际，

成立若干个联合党支部对企

业党员进行日常教育管理和

服务。

对尚不具备建立党组织

条件的，桂城还将做好组建工

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推优

入党等工作，并及时选派党建

指导员，指导做好发展党员、

孵化党组织等工作，实现指导

工作全覆盖。

文/珠江时报记者 方婷通讯员 叶满锡

街道领导带队指导企业组建党组织
\

政
企
直
联\

\

领
导
包
干
到
人\

链接

●4月24日上午，在贝壳找房2

周年成立之际，佛山贝壳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

●5月12日下午，南方生命健

康产业基地联合党支部成

立。基地“党员志愿服务队”

同时成立。

●5月14日上午，佛山天安数

码城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

●5月15日上午，佛山市美客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

一个课题撬动一间学校变革，一种理念引领师生成长

映月中学：“练评讲”教育助孩子健康成长

根据佛山学生返校安
排，5月11日起，高一、高二
年级，初一、初二年级安排
学生返校。在映月中学，学
生们也已全部返校，步入正
常的学习轨道当中。

映月中学一直以来推
行“一个课题撬动一间学校
变革，一种理念引领师生成
长”的教育方式，助力孩子
健康成长。

办学条件优良校园环境优美
步入美丽的校园，朗朗的读

书声传来。往前走，一栋洁白而

方正的教务大楼映入眼帘，教务

大楼的中央依旧是师生们最为熟

悉的学校校徽。穿过大楼发现，

教务大楼和其后的两座教学大楼

连成一体呈“田”字型分布。

映月中学坐落于桂城“广佛

城市新标杆片区”——映月新城

片区西面，是全国课改名校、广东

省一级学校，原名平洲三中。

2017年改造后，新增了学生住宿

公寓、综合性体育场馆、各种功能

室、高标准实验室等，其中可提供

700坐席的多媒体演播厅是目前

南海区初中里最大的多媒体演播

室，可应对各种大型教研活动、学

术报告展示等。

映月中学学校教学楼、行政

楼、实验楼为连廊一体结构，布局

合理，四通八达。课室配备交互

式平台一体机、视频实物展台等多

媒体电教设备，并安装两台柜式空

调。硬件设施全面升级，为学生创

造了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

目前在校学生1776人，教师

140人，教师队伍师资雄厚。其

中有硕士研究生18人，高级教师

11人，正高级教师1人。校长龙

海平是“全国名优校长”、“全国特

色教育先进工作者”、中学政治正

高级教师、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

南海区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教

导处副主任姚兵是南海区教育局

兼职教研员，桂城街道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

推广“练评讲”教育模式
教学质量实现弯道超车

2019年11月，映月中

学举办第二届“练评讲教育范

式的发展研究”教育研讨会活

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

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练评讲”

教育范式研究课题进行讨论。

这是映月中学的一大特

色。映月中学一直以来推行

“一个课题撬动一间学校变

革，一种理念引领师生成长”

的教育方式，其中一个课题就

是“练评讲”教育范式研究课

题，一种理念指的是“让学生

走在老师的前面，做最好的自

己；让教师走在校长的前面，

做教育的先锋；让家长走进孩

子的课堂，做教改的推手。”

据介绍，“练评讲”教育范

式研究课题始于2005年，至

今已有15年探索历程。映月

中学从2012年与“练评讲”

教育范式研究结缘，短短几年

就成为全国课改名校。这种

快速成长机制，吸引了全国

17个省份的4万多人次教育

同行来学习和考察，师生在

“被学习”的环境中实现自我

超越。

与此同时，学校500多人

次教师受邀到全国各地上示

范课，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

活动硕果累累，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实现弯道超车，中考重点

中学上线率连年攀升。

家校合作让家长走进孩子们的课堂
龙海平介绍，映月中学依据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校训，学

校建构了“博观”课程体系，将国

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内容整合

成为一个以国家课程为主体，以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为两翼的育

人系统。两翼齐飞，带动主体腾

跃，让映月学子拥有知行合一、善

学博思、健康阳光、优雅大气的特

质，成为具有公民风范、领袖气

质、学者风度的时代新人。

其中，让家长走进学生课堂、

体验学生生活是映月中学十分看

重的家校教育举措。《家长听评课》

是映月中学最负盛名的特色课

程。每个学期，学校都要邀请家长

走进孩子们的课堂，听课评课。家

长可以在这些功能各异的课室里，

更加全面、客观地感受学生课堂状

况。至今，八年的坚持，家校合作

已经形成一种新的习惯。

此外，《咏春拳》课程是落实

省市武术进校园工作的重要举

措。如今学校已经成为佛山市

“武术进校园示范学校”，全校学

生人人会打咏春拳，全校每天体

育大课间咏春拳展演成为一道美

丽的风景。学校的“千人咏春拳”

展演节目更是多次在市区的大型

体育比赛中亮相，引起社会较大

反响。

近年来，随着学校办学质量

不断提高，学校大量引进优秀教

师，教师队伍呈现出高学历、年轻

化的新特点，骨干教师等在各级

专业能力大赛中屡创佳绩。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通讯员 邓付生

映月中学一直以来推行“一个课题撬动一间学校变

革，一种理念引领师生成长”的教育方式。

一个课题：“练评讲”教育范式研究课题。

一种理念：让学生走在老师的前

面，做最好的自己；让教师走在校

长的前面，做教育的先锋；让家长

走进孩子的课堂，做教改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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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

上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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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岑灼

雄到欧谱曼迪科技有限公司走访，开展非公

企业党建宣传工作。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