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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从我做起，攻坚要舍我其谁，问题要到我为止。”在今年 6 月召开的南海区党员干部“守底线、强担当、提效能”作风建设推进会上，南海区委书记闫
昊波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服务中心大局，提振改革创新劲头。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近期，佛山全市 1.6 万个基层党支部开展达标创优评定工作，经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 200 个模范党支部，其
中南海区 54 个。这些党支部在党建与主业融合、党建品牌打造、党建阵地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表现突出。本期家书对其中四个模范党支部的先进事迹进
行报道，引导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

称号佛山市模范党支部

01 桂城街道桂园社区水运大院党支部

02 桂城街道南约社区南畔党支部

03 桂城街道翠颐社区文艺队党支部

04 桂城街道同德社区海景第一党支部

05 九江镇下西经济社第一党支部

06 九江镇水南经济社第六党支部

07 九江镇下东经济社第一党支部

08 九江镇烟南经济社第一党支部

09 西樵镇崇南社区十六经济社党支部

10 西樵镇大同社区恩锡经济社党支部

11 西樵镇山根社区竹林经济社党支部

12 西樵镇樵园社区第二党支部

13 西樵镇新田村第六经济社党支部

14 丹灶镇金宁社区上林一品党支部

15 丹灶镇良登经济社党支部

16 丹灶镇仙岗村仙岗股份合作经济社党支部

17 丹灶镇银河社区小杏经济社党支部

18 丹灶镇东联村陆洲股份合作经济社党支部

19 狮山镇群岗村秀峰股份合作经济社党支部

20 狮山镇罗湖社区龙光君悦龙庭党支部

21 狮山镇招大社区冼边经济社党支部

22 狮山镇兴贤社区中北党支部

23 大沥镇六村社区第十一党支部

24 大沥镇沥雄社区服务中心党支部

25 大沥镇凤池社区西边经济社党支部

26 大沥镇江北社区沙面新城街坊党支部

27 里水镇宏岗村宏岗经济社党支部

28 里水镇鹤峰村岑岗股份合作经济社党支部

29 里水镇赤山村福南经济社党支部

30 里水镇金溪社区中恒海晖花园党支部

31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急诊创伤党支部

32 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党支部

33 大沥镇黄岐派出所综合室党支部

34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刑侦大队第一党支部

35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狮山校区第二党支部

36 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党支部

37 南海区税务局狮山税务分局第一党支部

38 佛山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事业党支部

39 南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机关党支部

40 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第三党支部

41 南海区图书馆党支部

42 南海区交通运输局机关第二党支部

43 南海金融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支部

44 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45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党支部

46 广东世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47 南海区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

48 广东盈宇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49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

50 广东兴奇金属有限公司党支部

51 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党支部

52 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品质管理党支部

53 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

54 蒙娜丽莎集团生产党支部

传承红色基因
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

党建强，企业兴。作为一家产业互联网 +

环保大数据创新性企业，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坚持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融为一

体，用党建引领撬动企业发展，重点培育“红色土

壤”、“育才土壤”、“活力土壤”、“公益土壤”。

传承红色基因，柯内特不仅在公司打造了

特色党建教育长廊，设立党群服务站，营造触

手可及、抬头可见的党建文化氛围，还积极挖

掘培育党员骨干，定期上井冈山举办主题党建

会议，将井冈山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中，转化为

青年员工进步和企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

作为在南海成长、壮大的企业，柯内特积

极将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发展中。今年

初，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柯内特党

支部发出“三担当”倡议，党员自发缴纳特殊

党费 1.09 万元；党员骨干带头连夜奋战，一

个月内开发出“企业复工复产大数据智能监管

系统”“佛山市施工工地人员防疫大数据监管

平台”等三款大数据防疫系统，展现了传承“红

色基因”的“硬核”企业担当。

此外，支部组建了义务环保讲师团队，组

织员工积极参与关爱环卫工人、赈灾、助学等

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向九江镇海寿小学捐

赠钱物 40 多万元。

柯内特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朱斌说：“我

们在企业管理中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

吸引更多新生代党员力量；在企业发展中持

续担当环保使命，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提供更大更高的平台；在社会发展中促使企

业和党员敢担当、能担当、会担当，发挥支

部强大的战斗堡垒作用。”

柯内特党支部

树“五帮带”品牌
推动党建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南海金融高新区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控

党支部”）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现

有党员 14 名。近年来，金控党支部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服务中心、凝聚

人心、推动发展、构建和谐等方面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

以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为切入点，金控党支

部以服务企业、服务党员、服务员工为着力点，

开展了“清单式”“套餐式”服务，涵盖红色

党建、金领提升、便民服务三大功能，将党建

工作、行政事务、社会管理三项职能有机融合。

同时，整合区域内机关、企事业、村（社区）、

金融机构等党组织联建力量，不断提升基层党

的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

为加强队伍建设，金控党支部根据自身特

点推出了“党员带动非党员”五帮带党建品牌，

通过带思想、带作风、带安全、带专业、带业

绩的精准帮带，将党员示范作用与企业日常经

营有机结合、与最新时政理论学习无缝融合，

推动党建与员工成长、企业发展同频共振。目

前，单位全体非党员已纳入帮带计划。2019 年

11 月，“五帮带”品牌作为南海区城市基层党

建重点项目向南海区“两新”党组织宣传推广。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金控党支部还承

办了“金领加油站”金融人才综合提升培训

活动，依托广东 - 诺丁汉学院对承业大厦、

千灯湖创投小镇入驻企业的员工开展培训，

帮助企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更好地留住人

才、提升人才。

金控党支部书记陈伟伟表示，做党务不是

虚的，一定要用心、用情来做，要发自内心地

热爱和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做好。

金控党支部

组织建在网格上
党员融入群众中

宏岗村地处里水镇中部，村中农田多为

分散出租，村民收益较低。如何提高村民收

益？宏岗村经济社提议，对分散在村民手中的

1000 多亩农田进行集约出租，引入千亩农田项

目。按照重要事权清单管理流程，该项目最终

99.69% 高票通过。近期，该项目已动工，将打

造成为一个大型田园综合体，每年租金收益达

370 万元，比之前提升 32%。

千亩农田成功集约，项目顺利推进，得益

于宏岗村党委打造的三级党建网格。在各级指

导下，宏岗经济社党支部不断探索“组织建在

网格上、党员融入群众中”的做法，构建户联

系三级党建网格，将经济社 49 名党员分配到

7 个党建网格中，实现每个网格都有 1 名骨干

党员作组长，每个党员联系 5~10 户。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根基，是落实各项

工作的第一线。依托党建网格，宏岗经济社将

党员群众有效组织起来。以年轻党员为主力，

宏岗经济社借助直联团队、工青妇等资源，结

合村民需求开展“菜单式”志愿服务，把户联

系工作落实到街头巷尾，落实到家长里短，落

实到走亲访友中。

据统计，2019 年，宏岗经济社党支部共

走访联系群众 382 户，经济社家庭户实现走

访全覆盖，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方

面工作。宏岗经济社党支部书记张锦辉表示，

把组织体系从经济社党支部再向下延伸了一

步，党组织设置更加精细，党员管理、联系群

众更加精细，乡村治理也更加精细。

里水宏岗经济社党支部

大沥黄岐，地处广佛交界处，人流、物流

量大，外来人口较多。疫情来袭时，这里的管

控压力也更大。“我是党员，我先上！”2

月 5 日，黄岐派出所党委委员、综合室主任

陈瑞贞带头组建了黄岐派出所“女子抗疫先

锋队”，并成立临时党支部，各党员女警积

极响应、踊跃报名。此后，这支女子党员抗

疫先锋队的身影出现在黄岐片区各个角落，

赢得群众的理解和配合，成为防“疫”前线

的“最美风景”。

这是黄岐派出所综合室党支部坚持发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扎根基层、凝聚群众、默

默奉献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黄岐派出所坚

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综合室党员干部

认真履行本职工作，扎根基层、默默奉献，面

对矛盾、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实现了“矛

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两年来，该支部发动社区居委、企业、住户

安装高清视频摄像头 2 万多支、建成智能管理停

车场 18 个，刑治警情逐年下降。同时，支部还

深入社区、学校、企业、车站开展扫黑除恶、消防、

禁毒、防诈、防抢、防盗“千人千场”宣讲活动，

2019 年累计开展宣讲活动 300 余次。

为提升联系服务群众能力和水平，黄岐派

出所综合室党支部结合 110 宣传日、开学季、

六一儿童节等时间节点，积极开展警营开放

日活动，不定期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警营，

畅通警民交流渠道。在工作中，广大民警深入

了解社情民意，及时为民提供帮助，两年来，

找回失踪老人小孩 160 余人次，救援救助群众

1000余人，为平安南海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打造平安建设共同体

黄岐派出所综合室党支部

为他们打 call!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实习生 刘铭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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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54个党支部被授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