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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陶湾镇常湾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党建
文化广场人气十足、热闹非凡，有的健身跳舞，聊
天纳凉，有的带着孩子到党史馆、农史馆参观……

村党支部书记周海刚介绍，按照标准化建设
的要求，去年村里改造了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党
建文化广场和两个展馆，党员受教育，群众受教育，
连小孩子也受教育。

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建强阵地是基础。
去年以来，栾川县投入3200余万元，在213个村
（社区）全部建成了规范化的党群服务中心。

在各党群服务中心，一站式便民服务站、党
员活动室、民事调解室等功能室一应俱全，党群
服务有声有色。此外，栾川县还积极整合益农信
息社、标准化卫生室、扶贫车间、便民超市等资
源，为群众提供金融惠农、信息咨询、司法调解、
劳务输出、合作医疗等一站式服务。全县还打造
并命名了首批10个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党的
阵地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群众最愿意聚集的
地方。

“本月讲习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特色农家
乐经营管理知识。”在潭头镇拨云岭村，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内座无虚席，村党支部邀请的专家正在
为60余名党员群众授课。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栾川县以党支部为单位
推进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建设，每月开展讲习活
动，推动广大党员群众学习新思想、掌握新本领、
创造新业绩。

目前，全县已建成新时代“三新”讲习所305
个，围绕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宣讲脱贫攻坚政
策、培训实用技术等，累计开展活动1437场次，参
加党员群众67000余人次，一个个讲习所成为开
启民智、凝聚民心、推动民富的“大本营”。

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实践中是否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栾川县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开展，让党的组
织建设有章可循，党内生活步入经常化轨道，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显著增强。

党建飘“红”、民生添“彩”。栾川县每个党
支部都有了高标准、规范化的活动阵地，催生了
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目前全县符合条件的

“两新”组织、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党组织覆盖率
达100%，全县70%的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
万元以上，9600余户农村党员家庭门前挂上了

“身份牌”。7

去年以来，栾川县投入 3200 余万元，在
213个村（社区）全部建成规范化的党群
服务中心

3200万元

在村党支部带动下，在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扶贫车间，让贫困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 栾组 摄

党支部建设要怎么开展？党内
基本制度该怎么落实？有了这
本手册，啥都不用愁。

吴志朋
栾川县合峪镇酒店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村党支部每月 15日主题
党日活动，无论风吹雨打从不间
断。党员和干部的担当意识、大
局意识明显增强。

项留山
黄柏村党支部书记

阵地建设
让党群心连心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张伊霖 陈怡平

这是一场凝心聚力的“检阅式”：7月26
日上午，洛阳市委组织部带领十八个县
（市、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副部长、
组织科长，深入全市3个城市区党建示范点
进行了全覆盖观摩、全方位考察。

这是一堂拉高标杆的“现场课”：参加观
摩的各县（市、区）成员边看边学、边比边思，
对基层党建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心里有了
更高的标准，纷纷对照先进、查找不足，确立目
标、加压奋进。

这是一声务实奋进的“集结号”：在下
午的“河洛党建计划”全面进步年暨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推进会上，栾川县、洛龙区、西
工区先进县（市、区）作了典型发言。

…………

“感觉太震撼了。”这是大家在观摩
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时发出的
感叹。

“我们把社区建设作为城市党建的第
一要务来抓，结合‘三社联动’建设，在社
区‘134’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通过设立便民驿站和3个业务
岗位，竭诚为辖区群众提供综合服务功能
齐全的‘站岗式’服务。”武汉路社区工作人
员介绍。该社区是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
实施的“六化”党建工作法、“三家七社十色
服务”等工作引起了众多观摩人员的浓厚
兴趣。

一走进古城街道英才社区的大门，“凝
聚党心民心，服务党员群众”12个大字就
映入眼帘。作为洛阳新区开发建设最早
的商品住宅和机关单位家属院集中区域，观
摩团被该社区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积极构建

“两个一体，六化道路”的党建工作格局深深
吸引。

观摩团先后观摩了该社区“三新”讲习
所、文体活动室、报告厅等功能室建设配置
情况。听说讲习所还开设有茶艺班、乐器
班、急救培训等形式多样的讲习课程后，大
家纷纷竖起大拇指赞叹，这个阵地建设利用
的好。

“拱你的卒”，在开元路街道定鼎门社区，
两位老者在环境温馨的文体活动室内激战正
酣，在楚河汉界上纵横捭阖忙得不亦乐乎；而
在社区党委活动室内，正在召开社区“大党
委”每周例会，来自市政、金融等几个市区职
能部门的社区“大党委”成员就事关社区群众
生活的供气、社区设施、金融诈骗等问题召开
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办法。

“一个观摩点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观
摩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党建工作的特色，工

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亮点纷呈。”“这样的
现场观摩创新、务实、高效，有互动、有思考，
收获很大。”大家纷纷表示，通过现场观摩，
看到了亮点，更感受到了压力。

大家一边听介绍，一边用手机将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拍摄下来，“如何更好地将社
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结合起
来，通过观摩讨论，心里有了清晰的方向，
回去将更好地把社区党建工作做好。”

7月 26日，在洛阳市召开的“河洛党建
计划”全面进步年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
进会上，洛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伟强
调，下一步，将继续紧紧围绕“河洛党建计
划全面进步年”重点目标任务，实施城市基
层党建示范引领行动，深入开展“四级联
创”，高标准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推动洛阳党
建工作和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7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现代生活节奏快、压
力大，健康正受到大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行走，被世界卫
生组织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全民健身战略是关系
每个人的幸福工程，对增强群众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2018年洛阳市重
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洛阳市将办好“全民健身日”和

“全民健身月”活动，全年组织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比赛 60
次以上。

为倡导健康养生的生活理念，让“全民健身促健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8月 25日，无限
极 2018养生行走暨健康嘉年华（洛阳站）活动将在洛阳
市新区体育中心活力开走。

本次活动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河南日报社驻洛阳办
事处主办，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独家公益合作伙伴，
旨在通过推广科学行走，让大众树立行走养生的健康生
活方式。

据了解，截至 2017年年底，无限极行走系列活动的
足迹已遍及全国60多个城市，参与人数超116万人，累计
行走里程约 597万公里。今年，无限极养生行走暨健康
嘉年华活动在天津、上海、重庆等30多个城市举行。

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各环节多种新颖有趣的互动元
素，增强参与者体验感。现场将“饮食”“起居”“运动”“情
志”四种生活健康形态有机融入行走中，打造深度沉浸式
体验嘉年华——“四合理”趣味寻宝游戏，手机扫码即可
感受边行走边拿大奖的乐趣；美丽能量站，美妆老师传授
独家护肤、变美心得；养生讲座，特邀专家分享养生健康
知识。

同时，参与者还能在起点的“行走大联萌”签到区发
表行走宣言；在沿途参与“四合理”线上挑战赢取神秘礼
品，线下“四合理”场景互动收集盖章换取奖品；在终点的
趣味场景区、企业文化等专区拍照留影。现场更提供免
费的能量饮料和食品，贴心满足各年龄层参与者的需求。

此外，公众可通过“快乐足球公益射门”区参与游戏
挑战，为无限极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的“希望
工程·无限极快乐足球”公益项目捐款助力，为偏远地区
的孩子提供接触足球运动的机会。7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创新金融服务

660亿元支持副中心城市建设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赵姗）作为入

驻洛阳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洛阳分行以最佳综
合金融服务重点支持地方基础建设、支柱产业和新兴优势
产业，助力洛阳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截至今年上半年，
该行已累计向洛阳融资超过 660.21亿元，支持中原城市
群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2008年 8月 6日，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将河南地区的首
家二级分行“落子”洛阳，开业当月各项存款即突破 10亿
元，创下了当时股份制银行开业规模之最，并在开业后的
短短四个月内，成功实现了“当年开业、当年赢利”的业界
佳话。

在中信银行“三轻”发展战略和“一体两翼”战略布局
下，洛阳分行深深扎根于河洛大地，汲取滋养、发展壮大，
网点布局从1起步，如今已下辖10家支行级营业网点。业
务规模从零起步，主要经营指标排名当地股份制银行前
列，截至2018年 6月末，存款规模137.04亿元，是2008年
的 8.19倍;贷款规模 78.56亿元，是 2008年的 12.12倍，已
发展成为支持洛阳经济发展的主流银行。

在发展好银行传统业务的基础上，洛阳分行从客户需
求出发，换位思考，创新性地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
产品，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依托中信集团金融控
股平台和创新产品优势，大力推广金融创新产品，帮助洛
阳企业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结构融资、供应链融资、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融资、其他债权融资等创新产
品的综合运用，为重点行业、企业融资。其中，2017年，该
行成功参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重大资
产并购，先后参与2亿美元银团贷款和1亿美元股权融资。

紧紧围绕洛阳经济工作部署，洛阳分行积极参加“银
企洽谈会”“项目推介会”，成立以来新增公司贷款几乎全
部用于支持洛阳当地项目建设和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
求，将植根洛阳的承诺用掷地有声的行动回应。

据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行将继
续坚持党建引领发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洛
阳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通过“融资+融智”相结
合，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服务、支持模式，全面打造区域最佳
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做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尊严的
现代化金融企业，全面助力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
位提升，持续为洛阳经济发展贡献力量。7

汝阳全力推进前坪水库移民安置点建设
7 月 29 日，汝阳县城移民安置点工程正在加紧建

设。位于该县的前坪水库是全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之一，2015年 10月开工建设。该县在建汝南移民
安置点、小店移民安置点、县城移民安置点可安置移民
2444户。截至目前，这 3个移民安置点分别完成房屋建
设总工程量的66.25%、71.2%和54.7%。

康红军 史永乾 摄

一本手册 定了目标明了标准

党建飘“红”民生添“彩”
栾川县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焕发生机活力

地方传真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张耀

盛夏的山城栾川，满目青山，

遍地青翠，流水潺潺，鸟鸣啾啾，凉

爽的气候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避

暑度假。而在青山绿水间，一座座

红色的党群服务中心、党建文化广

场和一支支党员先锋队，构成了一

道格外耀眼的红色风景线，吸引了

游客的目光。

去年以来，栾川县针对一些基

层组织设置“虚化”、党务角色“淡

化”、党务工作“边缘化”、方式方法

“简单化”、工作保障“弱化”等突出

问题，将标准化的思维理念嵌入党

支部建设，围绕提升组织力的目

标，全面铺开各领域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让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更

具生机活力。

风景这边独好
——洛阳市城市基层党建推进会侧记

“党支部建设要怎么开展？党内
基本制度该怎么落实？有了这本手
册，啥都不用愁。”今年 4月份刚刚当
选栾川县合峪镇酒店村党支部书记的
吴志朋，对于抓好党支部建设充满了
信心。

吴志朋提到的手册，指的是《栾川
县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手册》。推
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关键在于建立
一整套有标准可依、有内容可做、有细
则可考、有结果可用的工作体系。

栾川县按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方式，区分农村、机关、“两新”等6个领
域，将党支部建设工作中涉及的政治
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服务群众、
基础保障等日常工作进行细化规范，
分领域制定了建设标准和考核细则，
配发《栾川县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手
册》，为开展标准化建设提供工作指南。

在整体结构层面，细分为基本组

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基本活动、基
本阵地、基本保障6个方面。

在业务操作层面，厘清了党支部
换届、“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发展
党员等具体流程。

在工作内容层面，界定了党支部
政治建设、软弱涣散党支部整顿、党群
服务中心作用发挥、党员日常管理等
任务措施。

在目标要求层面，量化了村干部
的职数、“三会一课”的频次、村干部工
作报酬、教育培训的课时、基层组织的
运转经费等具体标准。

在操作实施层面，设计了标准化
建设图解、党支部工作手册、党员党性
体检表、发展党员全程纪实表等模板。

通过这些规范，栾川解决了党支
部干什么、怎么干、到什么标准的问
题，为加强党支部建设细化了任务、规
范了流程、界定了标准。

评星定级 激发干事创业动力

目标已定，标准已明，如何督促
激励各党支部对标校表、精细落实？

栾川县委将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成效与基层党组织评星定级相结合，
每年按照五个星级标准对所有党支
部进行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党
支部授牌表彰，奖补党建工作经费，
对“五星级”农村党支部村干部工作
报酬集体上浮10%，将“一星级”党支
部确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让奖惩分
明成为党支部加强标准化建设的原
动力。如今，标准化建设已成为栾川
县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大事。

得益于标准化建设，曾经的建档
立卡贫困村——庙子镇黄柏村，去年
年底实现脱贫“摘帽”。这两年，村民
们在党支部的带领下，靠着发展林果
业和乡村旅游，小康路上的步伐迈得
越来越坚实。

“我们村党支部每月 15 日主题
党日活动，无论风吹雨打从不间断。
党员和干部的担当意识、大局意识明
显增强。村里有大事，只要召开一次
党员动员大会就可以。”说起党支部
标准化建设带来的变化，黄柏村党支
部书记项留山深有体会。

脱贫攻坚中，为了发挥好村里
的沙梨种植传统优势，该村党支部
建设了 3处党员示范带动沙梨园区，
引导种植经验丰富的党员无偿到田
间地头指导群众沙梨修剪和病虫害
防治技术，让沙梨成了村民的“致富
果”。特别是建设村里的包装袋扶
贫加工车间时，党员们冲在前，“抡
大锤改造楼梯、爬高下低走电线”，
自发监督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快
落地，实现了 50余名群众“家门口”
就业的致富梦想。

健康礼包“边走边领”
无限极2018养生行走
暨健康嘉年华25日登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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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栾川县城关镇大南沟村社区党建文化广场，成为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 栾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