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里水公布了

2021年十大民生实事，其中

包括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对30个经济社的弱电管

线进行整理。记者从里水镇

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到，当前

该项工作正在密锣紧鼓推进

中，已完成并验收了六个经

济社，还有两个待验收中。

清了“蜘蛛网”解了烦心事
里水今年将完成30个经济社弱电管线整理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里水镇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李汉荣：

时刻把村民的事挂在心头

自2012年担任里水镇宏岗

村党委书记，治好村、为村民谋

发展，就是李汉荣始终不渝的初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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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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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出一

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好路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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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的“钥匙”。党员“走街串巷”，及

时传递党委政府的各项方针政

策，也能听到群众真实的声音。

在宏岗村，李汉荣虽是村党

委书记，但他更把自己置身于

“村民”的角色，去思考村民的需

求和期盼。

宏岗村有两个经济社，在经

济社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

中，总能看到李汉荣的身影。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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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农村熟人社会里，

党员干部带头干，能带动一部分

村民，“从10%到50%，再到更多，

水滴石穿。”

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

一级看，这是李汉荣在宏岗村坚

持的“从干部到组长到党员再到

群众”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

在“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中成效

明显，“我们党员既入户派发宣传

单张，又带头清理整治，村民见到

党员如此卖力扮靓村容村貌，就

不好意思拖后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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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古村升级工程，有两户人家甚至

把祖屋交给集体用来改建成宏

岗展馆……村民舍小我成大我，

宏岗村旧貌换新颜。

在此背后，是李汉荣从宏岗

村实际出发，探索村党委——经

济社党支部——户联系党小组

三级党建网格的成果，这一做法

被纳入全国首批20个乡村治理

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

这种“户联系+网格”的做

法，很快在实际工作中见到了实

效。针对村里农田零散开发、村

民收益偏低实情，李汉荣不惧流

言，牵头谋划力推整合开发，利

用三级党建网格破解群众疑虑，

推动项目以99.69%的高得票率

通过，每年租金收益提升32%、

每名村民分红增加700元/年，

乡村振兴的成果让村民看得见

摸得着。

收听收看完7月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李汉荣内

心倍受鼓舞，精神受到洗礼。作为一

名优秀党员，李汉荣认为，首先要政

治立场坚定，党委书记要带领好班

子，做到表率作用，其次是思想要解

放，面对如今疫情常态化的现状，更

要大胆创新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多

听大家对村务管理发展的意见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

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李汉荣对此深有感触，落实到每名党

员干部身上，就必须要做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开

展，特别是“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

的落实，农村自建房事项是宏岗村

村民办理最为集中也是最为复杂的

事项之一，这也成了李汉荣挂在心

头的大事。

今年以来，里水镇提出“党建星

期二”制度，在原有星期二开展直联

工作的基础上，做实“一题二理”，建

“1+3+X”高质量党建平台，高密度

联动融合镇村党建，为民办实事。

李汉荣以此为契机，以“农村自

建房事项只跑一次”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切入点，通过“户联系”点

对点指导村民需要准备的材料，使

得宏岗村村民在家门口只跑一次就

能办成。

“现在拿齐资料来村里跑一次

就可以了，十几分钟办好，非常方

便。”说起户籍变更和农村自建房事

项办理，宏岗村村民吴永杰颇有感

触。

李汉荣说，作为一名基层党组

织负责人，必须要将纯粹的人民情

怀融于心、化于行，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

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光。

接下来，李汉荣将在进一步丰

富三级党建网格内涵的工作上，思

考如何让新市民融入的问题，将其

纳入三级党建网格参与社会治理是

李汉荣正在探索的模式。他计划成

立宏岗村新市民融入促进会，在原

有12个党建网格基础上再新设置

针对新市民的党建网格，由村党委

中有经验的党员带领新市民党员组

建三级党建网格，还打算将村中12

个党建网格全面提升，在榕树头、宗

祠、家塾、公园等地建设户联系党小

组服务阵地，方便户联系党小组收

集村民意见建议。

近段时间，天气多变，

暴雨与太阳轮番炙烤，地面

热气蒸腾。里水镇宏岗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经

联社社长李汉荣经常骑着

摩托车来到沥口经济社的

沥口西小公园查看施工进

度，这里已完工超八成，不

久后就可以投用，成为村民

茶余饭后又一个休闲的好

地方。

2019 年，里水镇宏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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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示范村。从方案设

计、招投标到落地施工，李

汉荣全程紧盯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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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荣获广东

省“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称号，成为当年南

海唯一获此殊荣的村居书

记。今年更荣获里水唯一

一个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在收听收看完7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后，李

汉荣内心倍受鼓舞，精神受

到洗礼，更坚定了他继续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三级党建网格让村民享发展成果

将纯粹的人民情怀融于心、化于行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李汉荣

参与宏岗

村“三清

三拆三整

治”工作。

■李汉荣荣获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受访者供图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村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日渐提升，

但目前农村管线乱拉乱搭，随意性太

强，一方面影响农村环境，另一方面

造成安全隐患，有需要就立电线杆，

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清理那些没有用

的电线杆和电线，就导致电线网越织

越密。更有甚者还横跨公路，因为高

度不够被货车刮断，发生断电断网的

情况，扰乱了村民的正常生活。村民

希望统一整治农村弱电管线，让他们

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早在2019年，里水就积极筹划

开展弱电管线整治工作，并以草场白

塔经济社作为整治工作试点，推进以

弱电管线整治为重点的“管线革命”

工作。2020年，在总结前期试点工

作经验的基础上，以里水镇连片乡村

振兴精品示范路线建设为契机，以整

齐有序、规范安全、美观协调为基调，

按照“捆绑、贴墙”的基本要求，继续

扩大弱电管线整治工作范围，对乡村

振兴12个精品示范村（社区）的弱电

通信管线进行整治。

通过对散乱的弱电通信管线

进行规整绑扎，必要时设置架空钢

绞线或地下通信管道，重新规划路

由，把现有通信线缆割接或移挂至

新规划的路由，把旧路由上的废旧

线缆或设施拆除。经过整治，12个

精品示范村（社区）弱电管线整治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规整后的弱电

管线整齐美观，进一步提升了里水

镇的形象。

2021年，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里水镇加大投入力度，以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制定标准，分

类实施；先通后剪，高效推进；建管并

重，标本兼治”为工作原则，深入推进

“三线”弱电线路整治工作，计划在

2021年内完成30个经济社弱电线

路整治工作。

里水镇党群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民生实事由政府牵头，设

立专项资金，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厘

定管线权属，能合并的合并，能合挂

的合挂，清除废旧线路，通过“规整吊

挂”的模式推进。

据了解，30个经济社的弱电线

路整治工作将按照统一的规范标准，

结合实际情况实行“一村一设计”，切

实解决弱电线路违章乱拉乱挂、捆扎

搭挂、废旧线缆清理、走线混乱、分纤

箱布点不规范等影响村（社区）面貌

的现象和安全隐患问题，打造干净整

洁、平安有序的人居环境。

到目前为止，整治工作正有序

推进并初见成效，其中贤僚村辖下三

红、南洲、西一、三团、三群、群星等6个

经济社弱电管线整治工作已基本完

成，河村社区辖下月池、石荣等2个经

济社的整治工作也在有条不紊进行

中。预计经过本阶段的整治工作，里

水镇的村容村貌将会进一步得到提

升，生活在优美的环境中，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将进一步增强。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走进贤僚村南洲经济社，村

道上原本稀松挂在电线杆上的

管线已被整理一番，没有过去乱

糟糟的感觉。巷道里原本犹如

蜘蛛网一般贴在墙上的电话线、

网线等也消失不见，大部分被纳

入箱中，不再外露，取而代之的

是粉色墙绘，过往游客纷纷驻足

观看，拍照留念。

大力开展以电力、电视和通

讯线“三线”整治为重点的“管

线革命”，通过“三网捆扎落地”

不断美化优化农村环境，是里

水开展农村经济社弱电管线整

治的目的。

“空中蜘蛛网”不但影响村

（社区）环境，而且管线裸露老化

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加强架

空弱电管线整治改造，是美丽乡

村建设的必然要求。里水镇主

要领导多次强调，要充分认识架

空弱电管线整治工作的重要性，

以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为抓手，消

除安全隐患，提升乡村形象，按

照乡村振兴整体规划，因地制宜

彻底消除交织杂乱的“蜘蛛网”，

净化乡村空间。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里水各

部门充分发挥职能，帮助经济社

积极协调解决改造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确保工作顺利实施。贤

僚村在打造美丽乡村建设上，借

助各方力量，进一步搞好村里管

线的规划设计，因地制宜，让村民

享受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实惠。

“架空管线杂乱一直是村民

头疼的事，杂乱的管线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村里家家户户都不

让小孩儿到杂乱管线附近玩，生

怕发生安全事故。整治架空的

弱电管线，既提升了村容村貌，

还为村民吃了颗‘定心丸’，真正

解决了村里的一件烦心事！”贤

僚村不少村民说。

提升村容村貌 增强群众生活幸福感

因地制宜 消除交织杂乱“蜘蛛网”

草场社区

弱电管线改

造前。

▲草场社区

弱电管线整

改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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