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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分类管理激发“活力”

走街串巷拼“脚力”

今年6月29日，经过一个月的
宣传发动，宏岗村沥口经济社开展
了一场集中的“三清三拆三整治”行
动。早上九时多，李汉荣带着20多
名党员干部，兵分几路，拿着铁铲，
推着垃圾车，挥着扫帚，进行“脏乱
差”黑点消除的“扫村”行动。

从今年元旦前开始，宏岗村就
向村民发出了卫生清洁自查自改通
知，一场覆盖全村的“三清三拆三整
治”行动由此拉开序幕。村委会、治
安队流管人员、党员、村民代表等纷
纷带头先清先拆，进村主干道两旁
店铺乱搭建、村道乱堆放等问题得
到很大改善。但小部分村民还是习
惯把一些瓶瓶罐罐、干柴、旧砖块等
堆放在房前屋后。

“叔啊，我们帮你一起搞了吧？”
相较于命令式的“不许摆放”，李汉
荣更擅长打“感情牌”，用柔性的办
法来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李汉荣笑
着说，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党员干部
带头干，村民们也会跟着动起来。

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
级看，这是李汉荣一直坚持的“先干
部到组长到党员再到群众”工作方
法。这一方法在“三清三拆三整治”
行动中取得明显成效。“我们的党员
既入户派发宣传单张，又‘落手落
脚’带头清理整治，群众见到党员如
此卖力搞靓村容村貌，也就不好意
思拖后腿了。”李汉荣说。

于是，有的党员带头拆除自家
违章建筑；有的股东舍弃仓库出租
收入，腾出地方支持古村升级工程；
有两户人家甚至把祖屋交给集体，
改建成宏岗村风采展馆……村民舍

小我成大我，村子也慢慢除却旧貌，
换上了新颜。

让党员走到群众中去，这正是
宏岗村构建三级党建网格，将组织
触角向基层延伸的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是领
导一切的”。一个村的党委如何“领
导一切”？“如果是10年前，事务比较
少，几个干部每人负责一块就能应
付。现在宏岗村常住人口是当时的
1.8倍，集体经济是当时的2.3倍，再
靠几个干部，三头六臂也管不过来。”
怎么办？李汉荣有自己的思考。

2017年，在深化“驻点联系+党
员户联系+网格化”的基础上，李汉
荣带领宏岗村形成了以户联系网格
和党小组为最基本单元、经济社党
支部为基础、村党委为领导核心的

“三级党建网格”，共设置12个户联
系网格，平均每个网格有8名党员，
联系服务家庭和工商企业69户，实
现了党的组织就在群众身边、党员
就在群众身边，真正把党的“神经末
梢”延伸到基层最前沿，提升基层党
建精细化水平和联系服务群众精准
化程度。

“基本上是党员主动联系街坊
邻居和亲朋好友，线上问候或入户
走访，上级有什么政策告知一声，群
众有什么困难也力所能及地帮忙，
对党委政府有什么意见也记录上
报。”李汉荣说，农村工作关键是让
村民理解党委政府的意图，而党建
网格就是抓住了这一把关键的“钥
匙”。党员“走街串巷”，及时传递了
党委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也更容
易听到群众真实的声音。

向基层延伸织密三级党建网格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
如何发挥带头作用？

李汉荣：我是宏岗村本地
人，200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5年11月进入村委会成为后
备干部。“生于斯，长于斯”，从小
看到村子不断进步，我的初心就
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地
改善村容村貌，提高村民的生活
水平和素质。

我每年会给自己定一个小
目标，每年都要有进步。作为基
层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落实党
委政府的要求，做群众想做的
事。宏岗村在里水镇经济相对
薄弱，要做“大刀阔斧”的事情
难，但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做些

“小而美”的实事。
通过三级党建网格，我们每

年会收集群众反映的焦点问题，
然后征询群众的意见，共同解
决。古村活化改造、千亩农田整
合、停车管理办法等就是通过一
年一件实事来完成的，在这个过
程中党员带领群众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为宏岗村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在农村做好群众工作，
您有什么“妙招”？

李汉荣：在农村做群众工作
很讲究“土办法”，要跟村民打成
一片，让大家支持理解村里的各
项工作，首先要了解每个家庭的
情况，了解大家的社会关系和需
求，多想想我们能帮他解决什么
问题。

服务细致一点，真正做到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对你
的理解和信任自然也会多一点。

您的下一个“小目标”
是什么？

李汉荣：第四季度宏岗村将
重点推进雨污分流工作，现主要
在沥口经济社沥南街试点。雨
污分流涉及水环境治理，与宏岗
村的长远发展息息相关，希望试
点有效果后能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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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下午1时多，太阳炙烤下，地面热气蒸腾。中午收到村民反映鱼塘边的围栏不够高，建议提高到1.2米，赶在下午上班前，里水镇
宏岗村党委书记李汉荣赶紧跨上摩托车，赶往施工现场，与施工队再“抠抠细节”。

今年，宏岗村被纳入南海区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在区镇支持下打造乡村振兴“一村居一品牌”示范村。形成设计方案过程中，党员、股东代
表、村民代表积极参与了讨论，纷纷提出老树木保育、祠堂边安全导向牌建设、护栏升级等意见。从方案设计、招投标到落地施工，李汉荣都全程
紧盯着。这是宏岗村建设的春天，也是村民的心头大事，用李汉荣的话说：“一点都马虎不得。”

这位爱“较真”的村党委书记，近期荣获广东省“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称号，成为今年南海唯一获此殊荣的村居书记。因为“入户
多、管得多、点子多、成效多”，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四多”书记。在推动宏岗村建强村党组织的基础上，他牵头向下延伸构建三级党建网格，探
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好路子。

爱较真的“有为书记”
里水镇宏岗村“四多”书记李汉荣，积极构建三级党建网格，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工作

织密三级党建网格，推动党建引
领、共同缔造，宏岗村党委尝到了甜
头，村民也尝到了甜头。

宏岗地处里水镇中部，靠近佛山
一环，北部与东部均与广州相连。虽
然地理位置优越，但村里产业以蔬菜
种植、鱼塘承包为主，农田租赁价格
低、土地利用面积小、荒废土地多等
问题一直存在，经济相对落后。

“走村入户听得最多的声音就是
希望提高集体经济收入。”这一难题
一直萦绕在李汉荣心头。为此，他萌
生出集约土地的想法。2018年3月，
宏岗村将分散的76万多平方米农田
进行集约，放上南海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平台进行挂牌交易。

“能收多少租？项目可不可
靠？”一开始，很多村民都持怀疑的
态度。为了让项目能够顺利推进，
宏岗村委想了很多办法。李汉荣介
绍，党支部召集党员，将土地整合初
步方案内容告知他们，“我们一共收
集了8条党员意见，后来根据这些意
见完善方案。”

针对个别不理解的村民，党小组

组长则带领“一员两代表”入户向他们
解说。“我们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清楚，
争取最大程度的理解。”里水宏岗村第
六生产队党小组组长张衍科介绍。

除了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由
于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土地边界存在
争议，该项目差点还被搁置。发现问
题后，李汉荣赶紧找到相关的村民，
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耐心地分析
利弊，“边界争议问题先放下来，不能
因为6600多平方米土地的历史遗留
的问题而影响土地整合。”经过干部
与党员的努力，村民踊跃支持，该项
目最终以99.69%高票通过。

土地集约后，宏岗村成功引入开
发乡村振兴项目，目前每年租金收益
达到370万元，相比集约前提升了
32%，每名村民分红增加700元/年，
村民股红分配收入提高了30%左右。

“未来，这个片区将打造成‘田
园、公园、家园’三园合一的农业综合
体。”在李汉荣的设想中，引进该项目
不仅仅是要提高村集体的收益，项目
开发带来的环境、文旅等致富效应更
值得村民期待。

作为村书记，要善于掌握村
民的痛点，更要善于发动村民解
决难点。

宏岗村现有常住户583户，
非户籍人口约有6100人。随着
村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村里停车难问题日益突出。

在入户过程中，李汉荣了解
到这个情况，立即组织党员干部
对全村现有停车位和车辆数进
行摸查。他发现，很多人租住在
宏岗村，工作在广州，而广州限
行区实行“开四停四”后，很多人
两辆车轮流开，导致长期“霸占”
车位、争抢车位、不文明停车等
现象出现。

为破解“停车难”问题，李汉
荣多次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听取
村民意见，参照其他村的做法，

制定了宏岗村停车管理办法，形
成停车自治公约，并在路边、空
置地新划分了120多个停车位，
引导市民有序停放。“停车管理
办法试运行了三个月，运作顺
畅，大家都有车位可停了。”李汉
荣说，接下来还将对停车管理办
法进行优化，计划将剩余的车位
出租出去，让有限资源得到合理
配置和充分利用。

“只要村民反映的事他都要
管，而且要管到底。”在驻点联系
宏岗村、里水镇组织工作办副主
任罗俊浩看来，“管得多”是李汉
荣的一大特点。不管是环境卫
生、邻里纠纷、企业问题、村民收
入，还是日常的琐碎小事，只要
他听到了就会放在心上，落实到
行动上。

比如，去年村民反映村里的
卫生所已用了40多年，楼房破
旧、设施不完善。他听到后马
上去详细了解情况，征询村民
的意见，随后向里水镇党委政
府写申请，对卫生所进行改
建。经过前后奔走，村里的卫
生所改建工程已开工，计划在
明年元旦完工。

基层治理，不仅要用心服
务，还要靠制度实现长效管理。
在他的引领下，如今，宏岗村党
委已完善形成了22项制度，内容
涉及党委统筹、党员教育管理、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村民自治、
综治调解等五个方面。通过实
施自治管理，宏岗村乡村治理更
加精细，村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也
不断提升。

夏日的午后，走进宏鹰公
园，门口“永远跟党走”五个大字
在鲜红的党旗映衬下，显得格外
醒目。拾级而上，便进入了园
内，古树下健身设施、石桌石椅
一应俱全，村民们三三两两在乘
凉聊天，树荫下信义堂的少年们
正在练习洪拳。再往里走，党群
服务中心里孩子们正跟着社工
机构的老师认真学习夏季防溺
水、紧急救援等知识。

谁也不曾想到，这块曾经
做过小学、工厂的破旧地块，会
摇身一变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
场所。“联系群众，要有固定的
场地，更要让群众都愿意来。”
2017 年，在李汉荣的推动下，
宏岗村依托村内的宏鹰公园，
建设党群服务中心。该中心集
党建文化、公园文化、古村文化

于一体，打造成为全镇首个党
群活动体验基地，至今已举办
活动112场，吸引近3000人次
参加。

场地有了，人员和服务也要
到位。为此，李汉荣积极推进无
职党员设岗定责工作，在党建网
格的基础上，按需设置环境卫生
维护、村务财务监督等12类岗
位，让无职党员发挥所长“有岗
有责有为”，带动群众共同参与
村的治理工作。

为激活党员队伍内动力和
凝聚力，李汉荣还创新探索了党
员分类管理制度，将全村99名党
员分为A、B、C三类进行管理。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党员为A
类；年龄在36周岁至55周岁的
党员为B类；年龄在56周岁以上
的党员为C类。

李汉荣表示，分类管理是为
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特长，也能
够让各项工作找到更加合适
的人来推进落实。比如，A类
党员的特点是学历高、思维活
跃，重点探索推进党员现代化
管理新模式和党员志愿服务工
作；B类党员重点协助经济社
党支部开展日常工作，带动群
众向党组织靠拢；C类党员重
点宣传和贯彻落实上级的方针
政策，推进村的民主自治、民主
监督。

“党员是党组织千挑万选出
来的，在群众中有示范性作用。”
李汉荣表示，基层党组织是基层
治理的神经末梢，作为一名党
员，就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全
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文/珠江时报记者柯凌娜实习生朱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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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集约农田带领村民致富

村民大小事都要当回事

让普通党员成为治理先锋

破除难题花“脑力”

服务村民要“走心”

■宏岗村两委干部及村经济社社委成员讨论乡村振兴“一村居一品牌”工程项目建设设计方案，李汉荣主持。

■李汉荣（右一）带领党员干部参与“三清三拆三整治”环境“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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