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沥镇沥东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经联社社长潘启业：

以前我们可能对

附近社区的情况比较

熟悉，这次交流，是各

镇街、各社区之间互

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希望通过这次述职

的机会，既交流经验，

也反映困难寻求对

策，希望区政府可以

出台更多的好政策，

助力村居发展。

里水镇鲁岗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经联社社长谢仕宏：

只要坚持走“党

委主导、党员带头、群

众参与、民主决策”的

路子，没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

桂城街道夏南一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经联社社长

郭铭炽：

遇到重大难题，

攻坚克难离不开党的

领导。针对制定社区

自治公约、津记地块

的租赁及海五路地块

前期整理等重点工

作，均组织全体党员

召开会议，让党员先

知先议，通过党员户

联系在社区酝酿，确

保项目顺利通过表

决，再由党委审议把

关和监督实施。

西樵镇爱国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经联社社长梁

泽熙：

通 过 党 建 引 领

基层治理，实现社情

民 意 更 清 晰 、治 理

方 式 更 精 细 、治 理

效 能 更 高 效 、民 生

服 务 更 到 位 ，党 在

基层治理的引领作

用得到加强。

基层“领头雁”
如何展翅高飞？
南海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村（社区）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激活基层党员干部执行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作为一个拥有300多万实际管理人口的工业大区，基层党组织是南海全面开展各项工作的助推器。在6月初举行的南海

区党员干部“守底线、强担当、提效能”作风建设推进会上，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表示，要把南海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劲头进一
步激发出来、提振起来，在“三块地”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经验，推动基层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

去年，南海获批创建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如何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承接建设实验区的重大任务？尤其
南海发展的主战场是镇街和村居，如何激活基层组织“神经末梢”，助推南海高质量发展？

南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激活基层党员干部的执行力，放大“头雁效应”。6月29日，南海区举行2020年度上半年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提级述职评议会，全区7个镇街首批共14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上提一级”向区委述职。这场会议也是落
实今年3月南海区委出台的1号文《关于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十项措施》，高规格锻炼“头雁”的要求。

事实上，近年来，南海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把建强书记队伍作为抓基层打基础的关键，推出一系列举措，着
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村（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为南海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担当。

作为“广东四小虎”之一，经

济发展先走一步的南海曾面临

着乡村治理“三难”问题——村

民多、密切联系难；企业多、流动

人口多，精细管理难；任务多、人

手少，资源统筹难。

南海农村基层治理是一项

系统工程，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群

体的多元化诉求，建立良好的基

层治理新秩序？如何强化党组

织核心领导地位，让群众可以更

直接感受党组织的领导和温

暖？这些问题，都需要村居书记

分别结合所在村居的实际情况，

一一破解。

述职会上，西樵镇爱国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

社社长梁泽熙讲述了自己如何

运用新思维、新方式推进基层

治理。

“我们以三级党建网格为基

础，112名党员全部入格参与，

做实了‘三必讲’、‘三必听’党员

户联系工作。”梁泽熙说，2019
年社区共收集了群众问题 57
件 ，解 决 了 57 件 ，完 成 率

100%。

此外，爱国社区以创新党员

自治模式为驱动，全面打造平安

社区，一方面对原有设备进行全

面升级改造，完善智感安防建

设，增装网络摄像头122支，村

内六个出入口安装了车辆识别

智能化系统。

“我们组织党员志愿者，织

密巡逻防控网络，以点带面，凝

聚基层力量，实现了社区封闭管

理。”在梁泽熙看来，通过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实现社情民意更清

晰、治理方式更精细、治理效能

更高效、民生服务更到位，党在

基层治理的引领作用得到加强。

除了西樵镇爱国社区，不少

村居书记纷纷在党建推动基层

治理工作上发力，成为南海党建

创新的“闯将”。其中，丹灶镇新

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经联社社长黎振棋严格落实重

要事权清单管理，每年的经济社

股份分红，重大事项商议，要求

经济社必须通过党员先知先议；

狮山镇狮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经联合社社长陈健平为党

员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平台，110
户“党员户”挂牌亮身份……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村(社区)
的党委班子带领辖区内的党员

群众参与防疫一线工作。

南海村居“头雁”们探索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不断夯

实“堡垒型+服务型”基层党组

织，以村居党组织为核心，以驻

点联系、社会治理网格化为手

段，党建引领推动基层善治。

去年，南海获批创建广东省

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南海将推进连片村级工业园改造

和连片乡村振兴，积极打造城乡

融合发展十大示范片区，力争年

内拆除整理土地3万亩，围绕“百

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重

点打造一批特色精品示范村（居）

和连片示范区。为了顺利推进各

项中心工作，南海全区各个村居

总动员，确保完成任务。

无影教堂、紫色花海……通

过小红书、马蜂窝旅游等APP
的热门推荐，网红气质愈发浓厚

的贤鲁岛正引来越来越多市民

的关注，不少摄影爱好者扛着长

枪短炮特地前来打卡。如今，美

不胜收的贤鲁岛让岛民成为别

人眼中最为羡慕的原住民。可

又有多少人知道，过去的他们曾

因村集体收入全镇排名靠后而

难过。

鲁岗村是贤鲁岛上的一个

农村社区，辖区5.7平方公里。

其中，光农保区就有 5000多

亩。受制于此，鲁岗村难以发展

工业，在“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

年代反而吃了大亏。近几年，里

水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在坚

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思路下，

鲁岗村成了里水镇乡村振兴连

片示范区首批一村一品示范村。

如今，村里建成了爱情公

园、落日公园、五郎八卦棍展馆

等，吸引了广佛两地十几万游

客，成了网红打卡点，鲁岗村农

田租金从原来的3000元/亩，

涨到了4000~5000元/亩。乡

村振兴项目带来的效果，吸引了

乡村旅游开发公司“相中”鲁岗，

共同打造为“理想村”高端民宿

集群乡村旅游目的地。

鲁岗村的华丽变身让人惊

艳。然而，破茧成蝶的艰辛只有

经历过才能体会。身为社区党

委书记，谢仕宏感触更深。

“我们本来计划开发利用大

岗头旧砖厂地块建设‘理想村’，

但是由于地块几经流转开发，不

明内情的村民受到煽动，多次企

图阻止施工，要求政府做出赔

偿。”述职会上，谢仕宏坦言。

“越迟解决，不稳定因素越

多。”为此，谢仕宏牵头成立了2
个工作组，梳理存在的问题，并且

逐一回复群众诉求，召开各类型

座谈会，组织党员干部走访群众，

及时对处理情况进行通报回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

耐心解释沟通。谢仕宏终于做通

了村民的思想工作。“只要坚持走

‘党委主导、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民主决策’的路子，没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谢仕宏感叹道。

现场，谢仕宏道出了很多村

居书记的心声。如何让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区委中

心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南海

各村（社区）进行了很多探索，除

了实施“头雁工程”，发挥“关键

少数”的示范带头作用，还要动

员每个基层党员融入其中，带动

群众参与。

“凡事相信党、遇事靠群众、

干事讲科学。”区委常委、南海区

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认为，只要

社区书记愿意沉下心、放下身

段，遇到事情挨家挨户了解群众

诉求，那么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

“群雁高飞头雁领”，村居

强不强，关键看书记。为了打

造“头雁”方阵，先要“强根基”，

通过推进作风建设，用先进理

论武装头脑。

南海不少村居书记把“抓

队伍教育管理”作为重要内容

推进。在6月29日的村居书

记提级述职过程中，大家纷纷

就加强组织建设，抓班子带队

伍，提升组织力、战斗力谈经

验，提出要锻炼培养后备干部，

加速后备干部成长成才，尽快

充实基层班子力量。

甘蕉社区位于里水镇中南

部，经济收入以出租土地和厂

房为主。甘蕉过去历史遗留问

题和矛盾纠纷较多，党员和干

部队伍凝聚力不够，在较长一

段时间被认为是难点村。4年
前，蒲志峰迎难而上，担任社区

书记。上任后，他直面问题，各

个击破，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

“我认真思考甘蕉的问题，

发现可以归结为两点：部分干

部不给力，群众有怨言；党务村

务不透明，群众有猜疑。”蒲志

峰决心破立并举，改变甘蕉当

时人心不齐的局面。

首要之事是抓班子建设，

配强经济社干部。“当时群众对

上街、和同经济社干部意见较

大，两个经济社的很多工作都

推进不了。社区党委对群众

分片分组走访收集意见，经过

慎重考虑，决定对2个经济社

的班子进行调整。”蒲志峰带

头，按重要事权清单管理流

程，突出党员全程参与，依法

依规在 2个经济社选举产生

了9名肯担当、得民心的社委

成员。村组干部合作无间，为

发展甘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边，大沥镇太平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

社长郭景钊也在创新队伍建设

方式。“我们以党建为核心，强

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郭景钊

自任职以来，强化“第一责任

人”意识，他带领班子研究制定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党建方向

和重点，用新思想和党内法规

来武装头脑，实施“挂图作战”，

不断激发干部内生动力，推进

党务、村务居务与经济事务三

项工作相融共进。

此外，郭景钊还在不断创

新教育模式，举办青年党员训

练营，通过思维导图、技巧培

训、团队建设等方式提升党组

织、党员凝聚力和战斗力。“只

有通过多种形式引领各类骨干

向正念、正语、正思维方面发

展，才能更好地培养乡村振兴

人才队伍。”他说。

“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

主任、经联社社长三个职务

‘一肩挑’后，大家的责任更加

重大、肩上的担子更多。”潘伟

华表示，希望全区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时刻牢记自己的身

份，时刻把党建抓在手里，搞

好干部队伍建设。同时，要提

升“一肩挑”的素质能力，包括

组织指挥能力、服务群众能力

和经济发展能力，努力解决群

众关心、忧心、烦心的事情。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黄婷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婷周钊泷

苏绮玲

通讯员基石

打造推动中心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

抓班子带队伍
激发基层新活力

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昨日，南海区举行2020年度上半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提级述职评议会。 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廖明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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