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峰村岑岗经济社党支部：

党员“带好头”村民“跟着做”
岑岗经济社党支部积极贯彻党员带动群众的治理理念，取得了显

著成效。不仅把党员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情况等内容纳入党员年终考

核，鼓励党员以身作则，带动村民自觉参与建设治理家园；还大力发动

村民参与五好文明户评选，营造良好家风村风，推动党群共建共治和

谐美丽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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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5年，岑岗经济社党

支部委员会就在里水镇率先实施

党员“亮身份”和党员年终考核，把

党员日常行为规范、配合村社工作

情况、参加组织生活情况、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情况以及联系群众工

作情况等纳入党员年终考核，以激

励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要求党员每年义务劳动

2次，清洁卫生3次等，将村中事务

通过党员考核量化到个人，并制定

相应的奖惩措施。”岑岗经济社党

支部书记黄衍文说，党员年终考核

设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

等次，考核结果会在经济社宣传栏

公示，接受村民监督，有效提升党

员积极性。

为了提升村里的人居环境，该

经济社党支部还将党员房前屋后

环境卫生情况纳入年终考核。“以

前村里各家各户的门前，或多或少

都会堆放着一些杂物。”黄衍文说，

自从对党员进行考核后，党员们更

加积极地投身到村居人居环境整

治，如今村民的居住环境明显改

善。

党员代表黄家棠告诉记者，每

逢单月，岑岗经济社党支部党员都

会串街走巷，检查各个卫生死角。

走访时，遇到年事已高的村民不方

便清理大件杂物，黄家棠就与其他

党员一起帮忙清理。“遇到村民不

方便清理杂物，我们作为党员当然

要做好表率，带头做好村容村貌整

治工作啦。”烈日之下，黄家棠一边

用衣袖擦拭着满额的汗水，一边告

诉记者，他时刻牢记党员职责，希

望能以党员的“小举动”，推动环境

治理取得“大成效”。

在党员的带动下，不少村民

都自觉参与到环境整治工作中。

村民黄伯说，党员走访时发现问题

后，会善意提醒他，然后还会帮忙

清理杂物，这让他意识到无论是党

员，还是普通村民，都应该从自身

做起，从小事做起，担起治理村容

环境的责任。

“实施党员年终考核制度后，

党员做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黄

衍文说，党员的组织纪律和服务意

识明显提升，不仅进一步夯实了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还带动更多的

村民参与到各项工作中，有效推动

岑岗发展。

“只要有空闲时间，党员

们都会积极响应我们党支部，

准时参与组织生活和社区志

愿服务。”赤山村福南经济社

支部书记叶泳添说，实施党员

积分激励机制，加强了对党员

的管理，有效提升了党员参与

组织生活的积极性、参与社区

志愿服务和“无职党员设岗定

责”的主动性，以及党员联系

群众的紧密性。

“我们的党员几乎都是

‘有求必应’的。”据叶泳添介

绍，福南经济社党支部现有14

名党员，其中，约三分之二党

员的年龄在50岁以上。尽管

如此，这些中老年党员的积极

性丝毫不比年轻党员的低。

“在赤山村众多经济社党支部

中，我们经济社党支部的党员

积分是最高的，活动签到率也

是最高的。”叶泳添自豪地说，

每一次的组织生活和志愿服

务活动，几乎都是全部党员准

时参加的。

“党员们不但积极参与活

动，做事还十分细致认真。”叶泳

添说，去年冬天，寒风凛凛，党员

们依然自告奋勇参与到志愿服

务中。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党员们就给福南村所有树木都

涂上了石灰水，以防治虫害。

除此之外，福南经济社党

支部还积极推动落实“三清三

拆三整治”行动。见到路旁堆

放着几根长约三米的废弃木

头，党员们二话不说，齐心协

力地把这些沉甸甸的木头搬

到无人过往的区域，他们甚至

都没来得及去擦拭满额的汗

水，就急忙通知相关人员前来

清理。

名 称：中共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鹤峰村岑岗经济社支部委员会

基本情况：岑岗经济社支部于2012年5月建立，设书记一名，委员两名，支

部书记为岑岗经济社社长。支部现有正式党员23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6名。

先进事迹：岑岗经济社支部创新党员年终考核机制，并借力五好文明户评

选活动，让党员带头支持村社工作，凝聚村民共谋发展。

赤山村福南经济社党支部：

党群合力谋发展 组织生态共振兴

名 称：中共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赤山村福南经济社支部委员会

基本情况：现有党员14名，预备党员1名。

先进事迹：赤山村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实施党员积分激励机制，提升党员参与组织

生活、志愿服务和联系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实施“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开展“花化

赤山”工作，将花园搬进古村，搬进村民的家里，整治人居环境，推动生态振兴。

赤山村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党建的新路子，

激发党员参与村居建设的热情，打造“服务型”党支部，为打响“古村乡愁，光

耀赤山”的乡村振兴品牌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正所谓‘党群一家亲’，群众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义不容

辞。”在党员积分激励机制下，培养了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党员强烈的服务群众

意识。而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对“花化赤山”和公园建设等工作的落实，更是有

效提升了村居生态环境。

党员作为先锋，带头推动着各

项村务的发展，而全体村民，才是

促进岑岗经济社发展的中坚力

量。因此，村民及各个家庭的积极

参与、配合非常关键。

2018年，鹤峰村开展“五好文

明户”评选活动，旨在评选出一批

公信好、家风好、生活好、文化好、

卫生好的家庭，为更多村民树立良

好榜样。岑岗经济社鼓励符合条

件的家庭参与评选，以此带动影响

更多的邻里形成好家风。经过两

年的评选，岑岗经济社一共有15

户家庭被评为鹤峰村五好文明户。

事实上，这批文明户日常中不

仅积极配合做好环境整治、参与各

项志愿服务，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期

间更是发挥了大作用。“有什么需

要我们帮忙的，尽管吩咐我们，我

们一定赶到。”黄衍文说，这是疫情

防控期间，岑岗经济社的五好文明

户代表最常说的一句话。疫情期

间，各村居都实施闸口围闭，五好

文明户代表自愿加入到闸口值守

的行列中，为过往人员测量体温，

登记信息。

“一开始，家人也会担心我的

健康安全。”一位参加过闸口值守

的五好文明户代表说，但他深知

“五好文明户”牌匾不只是一块牌

匾，更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要规

范好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他始终牢

记自己是村民学习的榜样。

“五好文明户和村民的加入，

大大提升了我们抗击疫情的信

心。”黄衍文说，不少热心村民主动

为一线工作人员捐赠物资，他们有

的煲汤水，有的送食物，有的送口

罩，毫不吝啬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支持村的防疫工作。

据记者了解，疫情期间，在党

员及五好文明户带动之下，岑岗约

有740人次无偿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共同守卫一方平安。

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邓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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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在赤

山村党委的带领下，推动实施

“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项

目，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开

展“花化赤山”工作，打造赤山

“崇礼芳草园”，开展“最美阳

台”改造活动，将花园搬进古

村，搬进村民的家里。

“这是柠檬树，这是辣椒，

这是桂花……”村民叶叔带记

者来到家中，介绍家中阳台的

十几平方米的花园。“在家里种

些花花草草，不仅看着心旷神

怡，还美化了家园。”叶叔说，得

知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开展改造

“最美阳台”活动后，他感到十

分高兴，自己虽热爱园艺种植，

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把阳

台花园建造起来，而福南经济

社党支部在改造行动中为叶叔

送去的盆栽，一下子就唤起了

叶叔的园艺兴趣，顺利把花园

建造起来。

“许多在河涌里练习龙舟

的选手都会称赞沿岸房屋的

庭院精致、美丽。”原来，叶叔

等村民的家就正坐落于河涌

旁，所以在河涌进行练习的龙

舟选手常能“大饱眼福”。“我

们为村民送去盆栽，希望村民

从自家阳台开始改造，从而自

觉投身到提升村居生态环境

工作中。”叶泳添表示，大家的

积极响应和声声赞扬，极大地

鼓舞了他们继续推动乡村生

态环境整治工作。

“这两个公园的环境很好，

我傍晚经常在这里散步。”不少

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会

到福南村内的两个公园游玩，

散步、跳舞、打篮球，为茶余饭

后生活带来了不少欢乐。“公园

建设是我们的一大中心工作。”

叶泳添说，建设两大公园是推

动落实“公园化”战略的一大举

措，旨在让每一位村民都生活

在公园里，生活在美丽、舒适的

宜居环境里。

近年来，福南经济社党支

部还对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方

便出行的同时，也提升了村民

的安全感。“改造路灯后，村里

变得安全多了。”路灯改造大

大减少了偷抢盗事件的发

生。如今，福南经济社党支部

基本实现“一年一小变，三年

一大变”。

接下来，福南经济社党支

部将继续落实党员积分激励

机制，鼓励党员发挥带头作

用，联系群众；以党建引领乡

村发展，升级“公园化”战略，

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改善村

居生态环境，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的局面。

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邓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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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岗经济社党员和五好文明户代表探访独居老人。

■福南经济社党支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

党支部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是党在基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7月初，佛山市“全市

党支部达标创优活动”模范党支部名单出炉，里水镇鹤峰村岑岗经济社支部委员会和赤山村福南经济社

支部委员会榜上有名。这期一起来看看，这两个模范党支部是怎样炼成的。

编者按

党
支
部
档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