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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冈 “党群直议”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王其伦

汇川 党建引领服务百姓惠泽民生

高坪街道全面深化“党建+”工作体
系，推动党建与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建强
基层“战斗堡垒”，引领街道高质量发展。

“党建+队伍建设”组织保障夯实发
展之基。街道党工委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以村 （社区）“两委”换届为契
机，选优“领头雁”，配强“战斗队”，
实现辖区村 （社区） 书记主任“一肩

挑”，切实树立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
引导街道党员干部讲学习、讲奉献、讲
示范，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党建+产业振兴”抢抓机遇汇聚发
展之力。街道党工委统筹各业务部门、各
村（社区）迅速行动、深入调研，摸清辖区
优势短板、汇集群众民生期盼，整合各村
（社区）资源成立联合集体公司，让村集

体经济有更多机会参与园区建设、城市
发展和产业发展。各村（社区）党组织精
准研判市场，盘活集体资产，带领群众抢
春耕、抢市场、兴产业，双狮的烤烟、金塘
的蚕桑、联丰的果蔬、鸣庄的劳务服务、
高坪社区的冷链仓储等，一个个集体经
济项目正落地推进。

“党建+志愿服务”全心为民锚定发

展之本。高坪街道将党旗插遍一线，以
“党建+矛盾化解”“党建+就业帮扶”等
志愿服务，用心用情让矛盾纠纷化解

“有温度”，面对群众就业需求，街道党
员干部入户走访了解群众就业意愿，积
极联系企业、定向组织就业培训，精准
推送就业，今年年初以来已为群众推送
就业岗位 1000余个。 （黄钰林）

高坪街道：“党建+”服务一线民生

遵义市汇川区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和实践城乡基层党建新路
径新方法，创建“共建共治联合党组织”等载体，深化“名城先
锋·党员义工”等城市党建品牌，在创建高质量党建先锋区进程

中，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提升基层党组
织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工作水平,加快乡村振兴发展步
伐。

3月 26日下午 3点，三新组村民龚大
华家。

窗外下着小雨。一场“党群直议”会
正在进行。

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客厅，党员、议
事会成员、群众代表共 14人围坐一圈。

“今天要议的事主要是村寨公共卫
生管理，请大家发表看法。”村民组长龚
德琴主持会议并记录。

“房屋、庭院、连户路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告一段落，爱护家园，把自家的环境
卫生搞好，寨子公共卫生这一块也不能
没人管。”66岁的片区小组支书龚德明率
先发言。

村寨里开会，一有人开头，气氛就活
跃起来。

“我建议，列个表，每家每户，轮流排
班打扫。”

“我赞成，轮到哪家就是哪家，不能
拉稀摆带。”

“我觉得应该搞个评比，张榜出来，
大家互相监督。”

讨论，议论，争论，大家各抒己见，最
终形成一致意见形成制度大家共同管
理。龚德明告诉笔者，自去年 10月试点建
设开工以来，这样的党群议事会记不清
开了多少回了，很有效果。

那是大年初十晚，虎年的钟声尚回
响耳畔，新春的瑞雪尚未消融。火炉四
周，党员和村民共 41人济济一堂，互相拜
年问候，虎年第一次“党群直议”会如期
举行。

“今晚共议的话题是如何定位发展
有机稻，是各搞各的，还是成立专业合作
社实行稻田入股分红，大家说说。”坐在
中间的女组长龚德琴抛出新春第一会的
主题。现场顿时安静下来，只听见火炉上
开水嗡嗡作响，偶尔传出喝茶的声音。

“我说嘛，要感谢党的政策好，三新
有机米要做像凤冈锌硒茶那样，统一品
牌，抱团发展。”村民苏明贵发言。

“说得对，也很好，谈到大家心坎上，
也谈出我们组织的心声，只要齐心，三新
乡村振兴美好生活就不远了。”临江村党
总支部书记龚光勇这样点评。

“今晚大家都不为私，都一心想着把
我们的产业做大，干出临江三新振兴的
名片。”

“我文化不高，也想不出好的点子，
大伙商议的，我赞成。”坐在火炉旁的老
支书龚德明接过话茬，站起身来道出心
声。

“听村党组织的，支持大伙的意见，
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困难自己解决，不给
政府添麻烦。”“土地入股也行，资金入股
也行，用机制管理，用品质说话和收益成
效说话。”

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会议开到
了深夜。一股暖流涌动大伙心头，驱散着
料峭的寒意。

“大伙刚才说的，我在认真听、用心
记，在外的乡亲也在视频上互动点赞，感
受到三新组团结、感恩、求变的愿望，都
很赞成伯伯、叔叔、哥哥、嫂嫂大伙的意
见，美好生活是靠大伙干出来的，我们绝
不辜负大家的期盼和愿望。”站在大伙中
间，一边摄影一边直播，专门蹲点指导三
新组示范点建设的进化镇村镇建设服务
中心主任龚德平发表了当天晚上党群议
事会的最后感言。

三新，是凤冈县进化镇临江村的一个
村民组，现有200余户人家900余人。去年
10月，与同村的秀竹村民组一同成功申报
为全省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
试点。在县、镇、村的指导下迅速开工建
设，修路、修庭院、改厕、改厨、建广场、建
排污沟，占地拆迁、调处纠纷、化解利益矛
盾，既要符合上面政策，又要尊重群众意
愿，涉及家家户户，覆盖面之广、焦点问题
之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让人惊讶的是，从去年 10 月初到今
年 3月上旬，短短不到半年时间，整个村

民组建设顺利推进并提前完工，村民间
没发生一起纠纷和上访。

令人感慨的是，其间，村民们自发捐
资 2000多元举行了项目开工仪式，215名
村民每人自行出资 106 元共计 22790 元
解决 3.6公里产业路的占地补偿，21名村
民捐资 2680元在广场上修建旗台举行升
旗仪式，自议自编的“柴草落叶撸哈、房
前屋后扫哈、板板方方堆哈、锅碗瓢盆洗
哈、家具电器摆哈、衣服被子叠哈、鸡鸭
鹅狗关哈、破破烂烂收哈”的“八哈准
则”，乡村味浓，让人津津乐道。

“三新组先后召开‘党群直议’会 30
多场，发动群众筹资 200余万元用于公益
建设，撬动 206户群众自筹资金 389万元
用于农房建设。”龚德平说。

建设期间，三新、秀竹两个村民组通
过“党群直议”会吸纳机耕道建设、污水
治理、集中供水等群众意见 50余条。村民
自筹资金 1300多万元，332户村民自己动
手改造房屋和厕所、拆除危旧房屋 41间、
改造支部活动室 1间，议事会自行解决广
场、道路等公益性占地近 18亩。

“为农民而建，让农民来建。”影响至
今的如此淳朴的乡情和民风，印证了凤冈
县首创并多年坚持推行的“党群直议制”
的积极作用。其经验在于，以“党支部+议
事会”为基本架构，“党群”为主体，“直”为
方式，“议”为核心，以“制”为保障，通过

“党员提、群众议，群众问、党员答”，发动

群众主动参与，把乡村振兴建设一切事务
的协商、决定、执行等权利交给党员和群
众，一竿子插到底，使党员群众由“被动作
主”变为“自觉作主”，让基层党组织的主
张转换为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把人民群众
好的意愿上升为基层党组织的主张。换而
言之，就是通过还权于民，实现党员引导
群众自己议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事，
从而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不拘形式，不讲条件，一场场“党群
直议”会开在院坝、开在田间、开在工地，
开在村民的心坎上，“议”出民心民愿，沾
满泥土的芳香，散发思想的光芒。

穿行于这里美丽的乡村，一条条崭新
的沥青路，蜿蜒于青山绿水间，随你往什么
方向，路在脚下，循环闭合。两个村民组按
照“治理厕所脏乱差、治理污水乱排乱放、
治理垃圾乱丢乱甩、治理房屋乱搭乱建、治
理耕地乱占乱用、修复乡村生态环境”进行

“五治一修”，换来乡村变公园、田园变庄
园、庭院变花园、农房变作坊新面貌。

眼下，正是春茶开采的黄金季节。秀
竹村民组村民刘大军一家人忙得心里乐
开了花，自家的 30亩茶园茶青要采，村民
的茶青要收购进来，茶叶加工厂机器声
不停，他负责跑销售、媳妇负责收茶青加
工茶、父母帮忙，一家人专事种茶，分工
协作，年收入40多万元。

这里，不仅茶香，更有花香。通过“党
群直议”会“引企入村”的凤冈县瑰缘玫

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硬是在以往薄种
薄收的石旮旯里种出新“花”样来。钟情
于家乡发展的公司负责人冯健介绍，从
外地购进近 43 万株玫瑰苗，以“公司+农
户”组织方式，组织发动 240户当地村民，
以土地入股或流转土地或返租倒包等方
式参与，种植规模达 1000 余亩。在县委、
县政府和乡村振兴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他抓住东西部协作机遇，引入珠海市香
洲区一家国有企业投资入股搞联合开
发，其生产的花茶和护肤产品走俏当地
市场且远销广东等地。“产业初见成效，
可帮助群众每亩收入 2000至 4000元，待
两年盛花期后可达 5000至 10000元。”冯
健说。

源于“党群直议制”，激发乡村振兴
活力，沉睡的乡村被唤醒。秀竹组形成

“茶+花+稻”，响亮地打出“瑰缘玫瑰·康
养秀竹”。三新组则主打“稻+茶+牛”，成
功建设“有机三新·水韵稻乡”，走“畜—
沼—稻”种养循环之路，水稻秸秆作为畜
禽饲料，畜禽粪污加工成有机肥，2021年
收集秸秆 8000吨，收储处理粪污达 2300
吨，生产有机肥 1000 吨。资源盘活了，村
里的闲置地建起了厂房，村民的闲置房
出租、入股成了民宿和作坊，撂荒地复垦
后“长”出了玫瑰花，“引企入村”资源变
资产、引民入社农民变股民、引贤返乡洼
地变高地、引货出山产品变商品“四引四
变”正在迸发乡村“源动力”。

“党群直议制”影响和带动的不仅仅
是“村庄美”“腰包鼓”还有“脑袋富”。随
着示范点建设的纵深推进，这里的村民
自治得到补充和完善，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文明素养正在孕育
出新，“乡村掌墨师”、致富能手、返乡创
业人士、在外乡友与普通村民志愿义务
服务的社会公益联络员、乡村振兴参谋
员、善治安村服务员、乡风文明示范员，
他们活跃于汇聚着党和政府、干部群众
智慧和力量的乡村大舞台，春风激荡，旋
律交响。

村庄里，红色的桃花灿烂如炽，白色
的桑梓花开得正艳。

站在美丽村庄的自家门前，回想土路
——砂石路——水泥路——沥青路的今昔
变迁，从凤冈中学退休归居老家的徐华盛老
师，见证并参与了组里的乡村振兴建设。他
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在寨子里办一所幼儿园。

望着眼前的一切，他会心地笑了，随
口吟出：“黔中乐土，凤鸣高岗，乡村振
兴，幸福一方。”

高桥街道党工委实施强基层、抓基
建、拔基准、纯基因、壮根基“五基”
工程，不断促进基层党建工作新提升。

强基层。从街道机关实行“瘦身”、基
层“壮骨”上下功夫，针对具体阶段、具体
工作将干部职工下沉到各网格，填补社
区事多人少缺口。精准“选”苗选出优秀
社区“两委”干部，精心培“育”畅通上下
学习锻炼渠道，调整优化作风效能管理，

最大限度实现劲往基层使。
抓基建。推进高桥社区办公阵地建

设项目，推动街道党支部示范创建，满
足办公、办事政务需求，优化环境着眼
文明风尚引领、强化文明宣传。

拔基准。联合辖区企业、学校、
“两新”党组织和在职党员结对共建共
治，实现 6 个社区“共建共治联合党
委”全覆盖，注重党员队伍履职能力建

设，抓好为民务实、为民办事制度建
设，为基层党组织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
支持和帮助。

纯 基 因 。 把 好 党 员 发 展 “ 入 口
关”，建好教育培训“宣传栏”，以红色
故事、红色人物、红色基地等为载体激
励党员赓续红色血脉，走好红色基因

“传承路”，以时代楷模、先锋人物、优
秀模范等为标杆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壮根基。摸清“固定资产、闲置土
地、基础设施、现金积累”四类家底，
立足“区位、交通、环境、基础、产
业、配套”六种要素“找定位”，围绕

“城、楼、人、地、工、商”六类主体
“谋项目”，联结“挣钱、管钱、用钱”
三个阶段，构建利益“反哺”机制，全
民“共享成果”，进一步巩固基层基
础。 （秦婷）

高桥街道：“五基”工程强基固本

沙湾镇在深化基层治
理、繁荣乡村文化、培育
文明乡风等方面作出积极
探索和有效实践，为乡村
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群众
基础。

安村村围绕网格化党
组织、“一中心一张网十联
户”“村管事”等治理机制，
合理划分四个网格区域，
从村党支部在职党员中派
驻网格党小组指导员，指
导网格党小组长开展工
作，解决党小组“弱化”“边
缘化”问题，实现代表治
村、参政议政、激励保障

“三个 100%”。在安村村杠
上组，以前群众矛盾突出、
邻里关系淡薄，如今变成

“邻里一家亲、同心建和
谐”，日益凸显和谐景象。
安村村以政治、自治、法
治、智治、德治“五治融合”
为抓手，破解“安村不安、琐事不断”难
题，走出社会治理“安村路径”，先后荣获

“贵州省民主法治示范村”“贵州省乡村
振兴‘十百千’示范工程”“贵州省卫生
村”等20余项称号。

沙湾镇以此为示范，在全镇各村广
泛开展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工程，紧紧围
绕“小事不出联、大事不出格、难事不
出村”工作目标，切实做好顺人意、暖
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党心民心相互交
融，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朱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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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川区洗马路街道仁和苑社区党总
支部，广泛发动“名城先锋·党员义工”志
愿者走访慰问辖区独居老人，了解他们
身体和生活情况，倾听意见和诉求，帮助
解决困难和问题。 郑传丽 摄

洗马路街道以组织领动、示范带动、
实体联动为抓手，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
各领域党组织，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
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格局。

全面探索“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
织—网格化党组织”网格化管理模式。联
合辖区派出所、学校、单位企业、“两新”
组织等 102 家共驻共建单位，成立 1964
园区联合党委、名城先锋共建共治联合
党委、综治中心联合党支部等“党建联
盟”。组织 4604名社区“两委”成员、社区
党员、在职报到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组建

“帮帮团、三线义工”等志愿服务队 8支，
下沉街道 66 个网格，共同开展城市管
理、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经济发展。

探索社区集体经济实现新提升。街道

3个社区利用市疾控中心、气象局、凤凰山
国家森林公园的商业用房和停车场等闲
置资产创收近 100万元。2个社区将党群
服务中心从背街小巷前移至迎街大道，有
效解决城区“寸土寸金”问题。协调市统计
局、林科所等 8家共建共治单位，筹集资
金8万元，对辖区14个老旧小区31个单元
楼栋开展“美丽楼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探索党员志愿服务带动社会志愿
服务新路径。在遵义市率先提出“名城
先锋·党员义工”志愿服务，建立“居民
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组织晒单、
在职党员干部一人一档”的“四单一档”
机制，探索实践“组织联建强保障、单位
联动聚合力、居民联户促和谐、机制联
心添活力、工作联网强基础”的“五联工
作法”。 （胡锦楠）

洗马路街道：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高桥街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发动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入户宣传文明新风
政策，倡导文明行为，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乱停乱放等民生问题。 秦婷 摄

凤冈县“党群直议”会激发群众建设家园内生动力。 王其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