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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镇-九江镇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暨联合培训在里水举行

跨镇结对 携手奔
“富”
6 月 17 日，南海区内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共同富裕里
水镇-九江镇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暨联合培训在里水举行，
两镇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和联合培训协议，7 个村（社区）结
对联合党委正式成立。其后，两镇开展了第一期联合培
训，并组织相关部门、村（社区）等组成观摩学习团队到多
个村（社区）学习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工作经验。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指出，开展区内精准帮扶、促进
全区共同富裕，是区委区政府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两镇
要细化合作，
确保结对帮扶有实招、见实效。

/跨镇结对/ 注重帮带薄弱村（社区）
今年 3 月，区委区政府出
台了《佛山市南海区关于试点
实施区内精准帮扶促进乡村
共同富裕的工作方案》，
建立对
薄弱村（社区）动态帮扶长效振
兴以及区内结对机制，加快推
进南海乡村均衡发展、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全面打造现代化
活力新南海。里水镇-九江镇
结对帮扶应运而生。
当日会上，双方签订了里
水镇-九江镇结对帮扶协议和
联合培训协议，7 个村（社区）
结对联合党委正式成立。
结对联合党委的做法是
由里水或九江镇领导任第一
书记、书记，结对村（社区）书
记任副书记，通过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结对双方干部交流
等形式，建立健全实现共同富
裕的体制机制，让两镇结对更
紧 密 ，最 大 程 度 实 现 组 织 共
建、资源共享，提升薄弱村（社
区）主体内生造血功能，加快
推进南海乡村均衡发展、全面
振兴。
在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
建设上，
两镇实施村社干部传帮
带，
共同安排优秀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
“两委”
干部、
经济社社
长结对帮带对应薄弱村（社区）
干部，开展轮训，强化“头雁工
程”
。同时，
建立结对双方干部
交流机制，
探索定期选派村（社

区）、经济社干部跟班学习机
制。建立培训师资互联互通、
共
享共用的工作机制，
扩充双方培
训师资力量。
九江镇镇长罗淮东表示，
九江将抢抓机遇，以结对帮扶
为契机，
通过强化思想、
行动和
资源三方面对接，和里水镇扎
实推动区内帮扶工作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要学习里水镇
以思想大解放促进乡村大发
展的格局，列出具体项目和工
作要点，通过结对村（社区）的
努力，
发挥九江镇主体作用，
把
一个一个项目落到实处。期
待结对的 14 个村（社区）在接
下来的结对帮带中擦出发展
的火花、
释放出致富的动能，
成
为
“里湖-儒林湾”
碰撞发展的
闪亮点。
“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是客
观现实，
但里水和九江的村（社
区）各有特色、各有所长，通过
双方资源共享、
思维碰撞，
可以
结出丰硕成果。
”
里水镇委书记
黄伟明表示，结对帮扶是创新
举措，
对镇、
村来说都非常有意
义，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要有想法和办法，村（社区）干
部和镇领导共同商议，发掘身
边资源、
人脉，
共同将结对帮扶
工作做好。接下来，里水将积
极响应区委号召，
筹集资源，
支
持落实好结对工作。

/取长补短 / 发挥
“主人翁”
精神迎头赶上
本次结对帮扶内容包括
加强沟通协作、基层党组织建
设、产业合作、完善农村公共
设施、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等方
面。顾耀辉要求，两镇要统一
思想认识，同心协力谋发展。
九江的基层治理走在全区前
列，乡贤榜样力量发挥得很
好；里水经济发展强一点，但
在社会治理方面，九江有很多
鲜活经验值得学习。希望两
镇的干部充分发扬大胸怀、真
情怀、人文关怀的精神，携手
推动各项帮扶工作落地见
效。同时也希望受帮扶村社
充分认识到振兴发展关键还
是要靠自己，要充分利用帮扶
机遇，
提升自身内生动力。

“里水九江成立村（社区）
结对联合党委的做法非常好，
接下来要在全区的其他帮扶上
推广。”顾耀辉强调，九江镇要
落实主体责任，
7 个薄弱村（社
区）以及各经济社要发挥
“主人
翁”精神，努力补齐短板弱项，
加快迎头赶上，
坚决杜绝
“等靠
要”思想。里水镇作为结对单
位，
要担起帮扶责任，
主要负责
同志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结对村社之间要多“走
动”
，
一起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共同发展。要对帮扶资金进行
严格管理，
尤其是村社干部，
一
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
和社会各界带来的资源，把钱
用在刀刃上。

基层干部“充电”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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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学习团
队来到里水宏
鹰公园参观学
习。

/现场取经/ 共享乡村振兴经验

■结对村（社区）负责人握手。

■观摩学习团队现场学习宏岗基层治理经验。

/联合培训/ 打造高质量干部队伍
当日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后，
现场开展了第一期联合培训，理
论与实践结合，
既有专题授课，
也
有现场教学。里水以培训和思想
交流提升为纽带，带动九江的村
（社区）更新既有观念，共同谋划
共同富裕蓝图。
黄伟明作了“社区营造的成
功启示”
专题授课，
以台湾桃米社
区的社区营造为例，
从产业没落、
灾后重建、
休闲观光等发展经验，
向在座的镇、
村干部解疑释惑。
黄 伟 明 认 为 ，成 功 经 验 可
以借鉴学习，社区营造要找出
独有的自然禀赋，遵循社区发
展规律。
“目前发展过程中很
大 问 题 是‘ 干 部 在 干 ，群 众 在
看 ’，社 区 营 造 的 关 键 是 要 树

立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共同
目标，要让村民充分认同发展
理念。”
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助
推乡村振兴，
实现
“村强、
民富、
业
兴、人和”？如何凝聚村社共识，
激活乡村活力，发挥多元力量推
动基层善治？6 月 17 日晚，两镇
还联合举办了
“思想大解放”
思维
碰撞会，各村、社干部各抒己见、
碰撞思维火花。
“这给我们很好的机会学习
里水兄弟村居的先进理念、成熟
经验。
”
参加完思维碰撞会的九江
南方社区党委书记关广文意犹未
尽，表示接下来要在整合社区资
源、激发社区干部创业干劲等方
面向里水对标。

“万企兴万村”
共谋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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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18 日，里水、九
江两镇相关部门、村（社区）等
组成观摩学习团队，先后来到
里水宏岗村、河村社区及九江
下西社区、上西村等，
现场学习
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工
作经验。
在里水宏岗村，观摩学习
团队先后参观了宏鹰公园、村
史馆、读书驿站等，
了解宏岗村
发展进程、村基本情况、集体经
济发展、
治理经验等。
宏岗村推行“三级党建网
格”，由党支部书记牵头，将治
理 的“ 话 筒 ”从 村 递 到 社 、到
户、到人，发掘了一批妇女队
伍、志愿者等基层治理“生力
军”，加上村党员大部分都是
80 后、90 后，他们群众基础扎
实、责任心强，积极带头并发
动群众在村治理中发挥主导
权、议事权、监督权，齐心协力
将环境整治好、管养好。
“ 三级
党建网格”不仅大大激活了群
众力量，也形成了“党员干部

走在前，村民群众跟着走”的
基层治理新局面。
参观过程中，观摩学习团
队代表深受启发。九江镇西桥
社区党委书记卢国标表示，宏
岗村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方
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西桥
社区产业布局不够明确，产业
上要向宏岗村学习如何连片改
造，
计划组织班子团队、两委干
部、经联社社长去宏岗学习，
争
取更大提升。
观摩学习团队还走进九江
上西村关树德堂宗祠、相府公
园等进行参观，实地了解该村
引导乡贤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工
作的经验。
“上西村的乡贤文化、宗族
文化氛围非常好，例如修缮宗
祠大家非常积极捐款，而且九
江的乐善精神非常深厚。
”
里水
镇鹤峰村党委书记高家安说，
鹤峰村缺少这种氛围，下阶段
将发动乡贤参加到乡村振兴工
作中来。

■里水九江互相取经，
学习乡村振兴经验。这是宏岗村读书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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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命名
十大“青创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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