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职党员
村（社区）喊你“回家”报到

深入基层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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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5 月 1 日起，南海区开展机关党员到社区“一报到两认领

双管理”工作，集结“红色”力量下沉社区，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化为推动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的巨大优势，全力以赴推动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

区建设、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村级工业园改造攻坚战等

重点工作，并以此引导党员干部守底线、强担当、提效能。

截至 5 月 31 日，区直机关近 1.1 万名党员已分赴全区 287 个村

（社区）报到，主动亮出身份，积极认领联系群众、服务岗位，实现

了 100% 全覆盖服务联系村（社区）目标。

“今天我到狮岭村来报到

了！”5 月 12 日下午，市委常委、

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以普通党员

的身份到狮山镇狮岭村报到，深

入了解该村党建工作情况，并入

户探访了老党员李意美，他寄语

老党员继续发挥榜样作用，监督

村居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5 月 11 日上午，区长顾耀辉

到桂城街道平东社区报到后，入

户探访了社区居民刘永祥和陈汝

厘，了解其生活情况，感谢大家

对平东社区多年来发展的关心。

5月1日下午，南海区委常委、

区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到九江镇

烟南村党群服务中心办理报到手

续，深入认领联系群众家中了解

其生活、工作情况。

“所有到村（社区）报到的

党员一律都是普通党员。”南海

区直机关党员报到特别强调了“去

职务化”，报到介绍信中没有原

单位“职务”一栏，潘伟华表示，

这是为了让村（社区）党组织在

安排区直党员服务群众工作当中

没有顾虑积极调动这些党员去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将报到服务

工作落到实处、做出效果。

书记区长带头报到

与群众话家常“心贴心”

镇 街 特 色

接收党员报到
开展党群服务

桂城  发放“党员之家”门牌

让党员在小区亮身份、展形

象、作示范，受监督，激励

党员带头参与基层治理、带

头促进邻里和谐。

九江  准备“报到礼包”

包括党员志愿红马甲、联系

对象情况表、村（社区）简

介小册子、党员志愿服务手

册等，让报到党员加深对村

（社区）了解，明确工作职

责和服务内容，更好融入基

层服务。

西樵  推广“振兴锦囊”

结合村（社区）建设特色及

现况，收集报到党员的辖区

发展意见及建议，定期在村

（社区）公示，为村（社区）

乡村振兴建设增添活力。

丹灶  打造“青年党员先锋营”

结合报到党员专业技能，开

展“菜单 + 定制”课程、系

列志愿服务能力、活动策划

技能等培训，强化村（社区）

青年党员队伍的宗旨意识，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狮山  实施“储能工程”

按报到党员特长、专业技能汇

总成册，建立定期联系制度，

作为村（社区）三级党建网格

的储备能量，在基层治理相关

领域中发挥专业力量。

大沥  实施“暖心工程”

凝聚报到党员力量，聚焦群

众热点难点问题，常态化开

展心理辅导、设施维修、圆

梦微心愿等20多个服务项目。

里水  发放《民情日志》

详细记录党员联系村（社区）

党组织、联系对象情况。党

员在走访联系群众时将宣传

政策情况、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记录到日志本，及时解答

群众难题，化解矛盾纠纷。

“我是党员，前来报到，亮

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党员

一报到即上岗，这是南海区“一

报到两认领双管理”工作的一大

特色，也是南海党建引领一呼百

应的生动体现。

连日来，近 1.1 万名在职党员

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下沉 287

个村（社区）报到领岗定责，并迅

速投入到基层服务和基层治理工作

中，处处呈现一片“志愿红”：

南海区委组织部（区编委

办）机关党委 8 名党员到九江

镇儒林社区报到后，马上披上

志愿“红马甲”与社区党员一

同开展防疫宣传，开展基层党

组织建设调研。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

党员，为村（社区）提供授课服务，

给辖区党员群众讲党课。

南海区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

的党员积极到社区报到，立即投

入到卫生防疫宣传、预防登革热

等社区志愿活动中。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在职

党员报到后，主动提出为社区青

少年提供教育学习基地，提高青

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开展应急

演练技能培训等。

南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全体在职党员成立了报到小分队，

“组队”到社区报到，主动认领

志愿服务岗位。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297 名党员到社区报到后，广泛

参与村企共建、洁净家园、守护

平安、和睦邻里等社会治理工作。

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党员，积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开展洁净乡村等志愿服务。

区直机关党员：踊跃到社区报到开展服务

亮身份  亮职责  亮承诺

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报到专

窗、建立一人一档、提前准备“报

到礼包”、发放《民情日志》让

报到党员全面了解村（社区）情

况、向报到党员派发“党员之家”

门牌……“欢迎在职党员‘回家’

报到！”。连日来，南海区各镇（街

道）、村（社区）结合实际不断

优化报到流程，让前来报到的党

员迅速融入村（社区）大家庭。

5 月 20 日上午，桂城街道桂

花社区在职党员报到群里发出一个

整理共享单车的活动接龙小程序，

10分钟不到，20人名额迅速报满。

除了参与党员志愿活动，这

些区直机关党员也将发挥自己的

专业优势，为社会基层治理建言

献策，贡献力量，成为村（社区）

的人力库、资源库、智力库，为

基层治理增添更多“红色动能”，

实现党建资源大融合。

“他们的到来，不仅能充实

我们的党员队伍，还能借助他们

各自专业特长，给我们提供建议。”

西樵镇上金瓯社区党委委员陈润

珠介绍，社区早早就做好了接收

党员报到的准备，希望他们的到

来能为社区链接更多外界资源，

助推社区发展。

“这次共有 459 名区直机关

党员到我们社区报到，对今后社区

完善小区综合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力

量补充。”对于机关党员“回家”

报到，桂城街道灯湖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包杰很是欣喜，他期待

着更多红色力量的加入能有效密切

联系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

补齐小区治理的短板，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村（社区）：欢迎在职党员“回家”报到

为基层治理增添“红色动能”

各 方 声 音

●卫学坚（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援

鄂医疗队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医生，我将在

今后的社区服务中发挥自己的所长，在健康知识、养生保健、

急救、家庭健康等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指导和帮助。

●彭贤海（南海区税务局团委副书记）：党员到社区报到与

基层一线联系更紧密，今后我们将深入了解居民的需求，通

过入户派发宣传单、邀请专家在社区组织答疑会等方式，将

税法、税收政策宣传到每一个纳税人。

●陈安灼（桂城街道叠二社区党委委员）：社区将把机关党

员纳入三级党建网格，将基层治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红色

力量”有机融合，开展常态志愿服务活动，帮助社区解决实

际问题，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新动能。

●麦桂均（九江镇儒林社区党委书记）：我们设计了打卡上

岗活动，希望机关党员们能从身边的事情做起，深入基层服

务群众，为社区常态化防疫工作树立起榜样，共同构筑基层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陈志铭（大沥镇河东社区党委书记）：把机关报到党员纳

入社区事务理事会，对我们一事一议，一事共议，是一个很

好的平台，为辖区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问题提供

解决建议、方法和措施。

有 问 有 答

●问：南海区为什么要开展在职党员“一报到两认领双管理”

工作？

●答：开展在职党员“一报到两认领双管理”工作，是为了贯

彻落实区委《关于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十项措

施》精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问 : 南海区“一报到两认领双管理”工作有什么特色？

●答 : 4 月 8 日，南海区委组织部印发了《全区直属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党员开展“一报到两认领双管理”

工作方案》，这也是全市首个区级党员报到方案。该工作部

署早，具有制度严、重实效、覆盖广、管理实等特点，通过

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能更好地惠及群众。

制度严：1. 印发《南海区机关党员“一报到两认领双管

理”工作指引》，明确党员报到、服务登记、认领岗位等细

化操作。2. 出台配套文件，深化制度建设，把报到工作融入

到机关党建工作要点、模范机关创建清单、党员志愿服务队

规范化管理指引、学王烁活动方案，联系服务群众更有实效。

3. 机关党员到基层报到实行去职务化，一律以普通党员身份

报到下沉服务。

重实效：围绕群众的实事、难事，党员报到服务涵盖政

策法规宣传、民意收集反馈等 10 多类岗位，让党员有职责。

组建 34 支机关党员志愿专业服务队，提供 86 项专业服务。

覆盖广：强调报到全覆盖，明确在职党员在居住地所在

村（社区）报到，一律编入第三级党建网格（户联系党小组），

明确党员亮身份。目前，南海区直机关近 1.1 万名党员均已

到 287 个村（社区）党组织报到，实现 100% 覆盖服务联系村

（社区）目标。

管理实：强化村（社区）党组织和单位党组织“双管理”，

自觉接受社会和广大群众监督：1. 村（社区）党组织建立专

门工作台账，记录辖区党员报到的时间、提供的资源、参与

的活动、开展的服务等。2. 党员报到工作情况纳入单位绩效

考核和党员量化积分管理、发展党员、选拔任用党员、民主

评议党员等工作。

●问：南海区“一报到两认领双管理”工作，将为村（社区）、

群众带来什么服务？

●答：机关党员到村（社区）报到工作，将搭建党建资源共

享互补共用平台，形成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把党建工作、中心工作、基层治理工作相结合，通过需求、

服务项目对接，让党员承接基层社会服务职能，不断锤炼党

员为民服务的宗旨。

到村（社区）报到的党员要做到“两个认领”：

1. 认领联系对象：在职党员要结合报到的村（社区）

党组织意见确定若干名联系对象。

2. 认领服务岗位：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活动，

每位在职党员至少在村（社区）认领一个服务岗位。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通讯员 基石

南海区直机关 1.1 万名党员到 287个村（社区）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