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进入“十四五”时期，里水镇

提出打造“梦里水乡 湾区名镇”，

未来五年是里水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时期，要推进如佛山南海电子

信息产业园、里湖新城、有轨电车

等一系列的大项目，难度大要求

高，必须依靠坚强的战斗堡垒及

一批能挑重担、会开新局的猛将、

闯将、干将。

早谋划，开好局。如何提升

党组织的先进性，如何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引导社会各方力量

共谋里水未来高质量发展，是里

水镇党委迈上新征程必须思考的

课题。

在南海全区高标准、高质量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

背景下，里水镇以问题为导向，创

新性地在全镇范围内实施“党建

星期二”工作机制，既是对党建工

作的自我革命，也是面对新一轮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突破。

针对机关、“两新”党组织党

建的活力不足，经济社党支部对

群众的领导核心作用不足等问

题，“党建星期二”工作机制以“第

一议题”学习为广大党员“铸魂”，

这是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提升

组织引力的根本。

针对不同领域党组织党建水

平不平衡，“党建星期二”工作机制

不仅要高密度融合镇村党建结

对，还将教育系统、公资系统、“两

新”党组织纳入，全面做实“一题

二理”，即第一议题+党员管理+基

层治理，形成镇域党建一盘棋，构

建成“1+3+X”镇域高质量党建工

作体系，为建设“梦里水乡 湾区名

镇”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

组织保障，也为全区新时期镇域

党建工作探路。

党建领航促发展，扬帆奋进

新征程。里水全镇各级党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凝聚全镇人民力量奋进向前，

必能再造一个新里水。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里水模式
实施“党建星期二”工作机制，做实“一题二理”，全力打造“梦里水乡湾区名镇”

“感谢你支持！”近日，里水镇鹤峰村党员代表周样平又

完成了一个“光荣任务”，她用一天半的时间走访48户村民，

收集乡亲对征地修路的意见，看着村民们的签名，她心里美

滋滋的。

她是鹤峰村党员考评中拿了满分的党员之一。党员量

化积分考核，让鹤峰村的党员们都找回了初心，勇于担责。

鹤峰村创新党员管理模式，推动乡村治理，正是里水镇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善治”工作模式的缩影。

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对群众的引领力？如何实现强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今年3月，里水镇以问题为导向，找准提

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的发力点，创造性地提出实施“党建

星期二”工作制度。

那么，“党建星期二”工作制度具体有什么特色？能带来

什么成效？或许从鹤峰村的实践中可以窥见一斑。

周样平是一名党员，是高边

经济社党群小组的一员。不久

前，她与小组成员一起参加了村

委组织的征地修路沟通会，回来

后她就入户向各户村民宣传修

路的规划及意义，最终成功征得

九成以上48户同意。

“我经常入户收集大家意

见!”周样平说，每次经济社或

村委会有重大决策需要收集意

见时，她都第一时间入户。

像周样平一样的党员，在鹤

峰村有86名，他们的表现每年

都要接受考评与监督。鹤峰村

对党员队伍实行百分制量化考

核管理，从日常行为规范、配合

村组开展工作、参加组织生活、

参加党员志愿服务、走访联系群

众等五大方面对党员进行细化

考核，并对全部党员考核成绩进

行公示。

值得一提的是，鹤峰村不仅

对表现优秀的党员进行表彰，对

考评不合格的党员进行组织谈

话，对连续两年考评不合格的党

员，还会劝退或除名。

“一开始觉得村里没有必要

搞党员积分考核这类形式主

义。”党员代表吴惠平就坦言，自

实施积分量化考核后，发现党员

积极性明显提高了，对党员形象

和村的发展大有好处。

征地集约、环境整治、疫情

防控，只要党委一声令下，鹤峰

村党员冲锋在前。党员积分考

核如同一份行动指南，让党员把

“初心”融入日常工作，勇于承担

更多责任。

党员量化积分考核，是鹤峰

村党员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是里

水镇“党建星期二”工作机制的

一个小缩影。里水“党建星期

二”工作机制要求各党组织重

点抓好党员管理，实施新党员

“新星燎原”计划、老党员“银星

闪耀”计划，抓好年轻党员提升

党员素质，让老党员发挥更大

作用。

鹤峰村高边经济社委员高

桂文是一名80后，自今年3月

到经济社上任以来，时常跟着

老社长高壹峰学习，直言在社

长传帮带下“学到了很多知识

与技巧”，也体会到作为一名基

层干部就应该敢做事、会做事、

做好事。

每一名党员，都代表着基层

党组织的形象。为加强党员的

党性，进一步提升党组织的引领

力，鹤峰村党委组织党员干部、

工作人员与挂钩部门里水镇党

建办结对，每周二坚持学习“第

一议题”，学习党中央和各级的

最新精神，并就近期重要工作进

行及时沟通。

“专门安排时间一同学习，

这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举

措。”正如鹤峰村党委委员李翠

媚说，“党建星期二”工作机制，

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

开展学习，让基层党员干部在繁

忙的工作中，时刻守住初心。

除了通过“第一议题”让基

层党员在思想上先人一步，里水

镇“党建星期二”还要求开展镇

村组织结对和镇村党员结对。

记者从鹤峰村党委与党建工作

办党支部的结对表上看到，党建

工作办党支部的10名党员与鹤

峰村党委的86名党员形成了结

对清单，要求机关党员与结对党

员定期联系。

组织结对、党员结对是为了

推动组织生活与业务工作紧密

结合，进一步推动党务共管、事

权共议。前段时间龙舟水频繁，

村民邹润好趁着星期二下午驻

点时间，跟镇党委副书记、鹤峰

村驻点领导余海生反映了学生

接送点缺遮风挡雨的配置，希望

可以改善接送点环境。

余海生听完后马上带着村

干部去现场了解情况，并建议在

接送点与不远处的鹤峰文化驿

站之间搭建一条“护苗长廊”，学

生在下雨天也可以直达文化驿

站开展阅读课堂。在镇村两级

干部的推动下，鹤峰村委已经成

功申请了党群共建专项资金，近

期准备进入立项阶段。

里水镇“党建星期二”工作

机制，通过推进镇村党组织一

同做好“第一议题”学习、一同

做活党员教育和管理，一同做

实党务共管、事权共议，紧密融

合镇村党建，以此来筑牢基层党

组织堡垒。

事实上，里水镇广泛开展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正

是以“党建星期二”工作制度为

平台，实现镇村联动贯穿全年

开展。今年3月，里水镇确定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镇级首批

十个重点项目、村级第一批

137个项目，涉及教育、医疗、住

房、环保、社会治安、乡村振兴等

不同领域的民生实事，正有序推

进中。

学生接送点所在的鹤峰村

文化驿站，是鹤峰经济社、岑岗

经济社村民聊家常的好去处，这

里有学生图书角、老人康复区，

也有专业社工驻点服务。这是

鹤峰村打造的其中一个党群服

务阵地。不远处的大榕树底下，

几个石凳上总能看到村民的身

影，有的下棋，有的看报或者议

论村里的修路规划。

对于村民来说，这些设在家

门口的落脚点接地气又方便。

而对于村干部来说，村里的重要

事项、好人好事等，在这些地方

都能很快传播开来，而村民的意

见与诉求，有不少都是从这些地

方收集回来。

“我以前还经常到榕树头去

收集村民意见，那里人多也方便

宣传。”周样平说，党员联系群

众，除了入户还可以到这些地方

收集民情民意。

在鹤峰村委会、各经济社办

公室里，还设有专门的党群沟通

室，用于定期开展议事活动，例

如村委定期召集五好文明户收

集意见、党群小组每月就重要事

项进行讨论等。

“未来还将打造一个专门的

党群服务中心，为党群沟通创造

更多的空间。”鹤峰村党委书记

高家安表示，这些阵地有利于深

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

员、干部在学习中受洗礼、有提

升，同时也要让群众受教育、得

实惠，这是鹤峰村实现党群一心

的“灵魂”所在。

事实上，鹤峰村的服务阵地

除了线下，还有线上的《先锋月

报》，专门为村民设置了“回音

壁”，让村委与村民又多了一个

沟通平台。

这些在村、社设置的点，既

是村民活动、沟通的平台，也是

紧密党群关系的重要阵地。里

水镇“党建星期二”工作机制就

充分利用闲置用房、祠堂、文体

楼、榕树头休闲区等资源，计划

打造遍布全镇各村社的党建阵

地，构建起“党校+党群服务中

心+党群服务站”的镇、村、社三

级立体化党群服务基地，让各

级基层党组织均拥有开展活动

的阵地，让基层的党员有个内

涵丰富的“家”，并且开展形式

多样的培训课程与惠民活动，

达到聚党员、聚群众、聚民心的

集聚效应。

党群阵地全覆盖
沟通顺畅聚民心

■鹤峰村定期公示党员积分情况，接受村民监督。 通讯员供图

■鹤峰村党委和驻村直联团队党建工作办开展“党建星期二”活动，

深入学习“第一议题”，并就征地修路等重要事项进行商议。

通讯员供图

只有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领导力，才能真正提升党员战斗

力，才能强服务赢民心，为乡村振

兴提供强有力保障。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建做得

好，乡村治理才会好。”高家安表

示，鹤峰村党委深谙党建在乡村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正着力以强

有力的党建工作推动治理，争取

实现“有机融合”。

除了抓党风，鹤峰村还通过

考核推动村风、行风及民风建设，

可以说，实现全民考核，全民参与

治理。高家安认为，乡村治理现

代化应该形成一种体系、标准、模

式，通过更科学的手段，将乡村治

理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这个体系

当中。

这种构想终于有了进一步的

行动，近期鹤峰村党委正与南海

区政数局合力开发专属鹤峰村治

理的“大脑”系统，届时包括安全生

产、环境整治、党员考核、五好文明

户考评等多个方面都通过子栏目

纳入APP系统中，通过大数据还

能对不同的对象生成考评成绩，并

形成一份治理成效清单，为村党委

推动乡村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没有强大的党组织引领力，

这个APP系统即使开发出来也执

行不了。”李翠媚认为，鹤峰村有着

扎实的党建基础，党群凝聚能量

大，这就是村党委大胆探索现代

化治理的底气。

鹤峰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治

理，正是里水镇探索“党建引领+基
层善治”工作模式的基层样本。

里水镇党委书记谭艳玲表示，“党

建星期二”工作机制谋划信念扎

在心里、支部建在“联”上、治理强

在日常的镇域党建一盘棋，构建

“1+3+X”镇域高质量党建工作体

系，是里水镇全方位提升基层党

建，进一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工作平台。

里水镇党委还将“组织力提

升工程、高效提质工程、星火培育

工程、‘三治’融合工程、融和共治

共享工程、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工

程”的具体治理任务通过“党建星

期二”工作机制，细化分解到各结

对党组织，责任落实到干部队伍

末端，为群众多办实事，锤炼基层

战斗堡垒作用。

谭艳玲希望，通过“党建星期

二”助力里水每一个党组织锻造

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推动广大

党员干部当好践行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行者”，当好

推动里水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当好造福里水人民的“勤务员”，为

里水打造“梦里水乡 湾区名镇”

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小积分大能量
党员把“初心”融入日常

党务共管事权共议
镇村党建紧密融合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

党建领航促发展

■里水镇破题镇域党建全局，打造“梦里水乡 湾区名镇”。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文/珠江时报记者欧林菊通讯员黄远奎陈淑仪廖嘉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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