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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陈静

近年来，三门峡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扛稳抓牢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持续推进“铸魂、健体、强基、固本”四大工程，着

力提升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建强基层组织战斗堡垒过程中，三门峡市先后

实施了农村基层党建“三年强基工程”、城市基层党建

“两年提升计划”，全市农村“五星级支部”比例达到

91.2%，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村实现清零、超过5万元的

达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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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干部队伍“一池活水”

6月 18日，66岁的王百英老人带着材料，来到三门峡市湖
滨区交口乡北梁村党群服务中心，给瘫痪在床的老伴儿王丙山
申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审查过材料
后，帮她复印、填表。

“有了党群服务中心，我们办事再也不用到处跑了，带齐手
续只跑一趟，以后就只等拿结果了，很方便。”王百英说。

北梁村党群服务中心是湖滨区农村党建“便民服务进村入
户”惠民工程的一个缩影。村“两委”党员干部打破原来轮流值
班和小办公室格局，集中到党群服务中心坐班，采取柜台服务和
一站式受理模式，凡涉及村民的所有民生事项，都可以在此办
理。能当场办理的直接办理，需要到乡、区、市级办理的，由村干
部全程代办。

除了“便民服务进村入户”，湖滨区还推出农村党支部“星
级提升”、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点亮唱响”行动、产业链上建支部
等十二项举措，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农村党支部“五星争创”活动真正调动起了党支部和党员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先进村高位求进、一般村对标赶超、后进
村晋位升级，比学赶超的氛围不断刷新着党员干部的存在感。

在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湖滨区47个农村党组织、3400多
名党员活跃在农村工作第一线，并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在产业链上建起党支部，使党员带领群众致富
效应在产业链上得到放大，实现了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经济发
展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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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宝市，焦村镇西常册村党支部
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坚持用

“同一个西常册、同一个家园、同一个梦
想”这一愿景凝聚人心，树好党组织和精
神文明建设两面旗帜，带领村民走上了
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幸福之路。

西常册村有 3个自然村，184户 716
口人，党员 40名。“村子强不强，要看领
头羊”，2018年村“两委”换届时，西常册
村群众从致富带头人、企业能人、优秀退
伍军人等群体中，选出了一支以张志强
为党支部书记的村班子队伍，干部年龄
结构、知识结构得到了优化，换届换出了
活力和凝聚力，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组织保证。

新一届“两委”班子上任后，着手把
村发展的方向调整到壮大集体经济上
来，从狠抓“基层党建、产业发展、实事项
目”三大工程入手，先后投入 600多万元
对村基础设施及村容村貌进行整治，建
设“四美”乡村。同时，还成立了鑫联菌
业、兄弟菌业 2个合作社，形成了菌种供
应、技术服务、收购储运、包装销售全产
业链，年发展食用菌 360万袋，成了远近
闻名的食用菌生产专业村，逐步实现了
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
越。

为了能更好地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村党支部带领党员干部多次外
出考察学习，最终结合自身实际，确定了

发展田园综合体项目，陆续筹集资金
1800 多万元，建成了常乐蹦床主题公
园、彩虹滑、真人 CS、军事射击场等 10
个项目。仅半年时间，该综合体项目已
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多人次，实现收入
300 多万元，不仅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也改善了村民的生活。

短短几年时间，西常册村走出了“做
强产业促增收、聚拢资金建新村、‘三变’
改革促发展”三大步，实现了翻天覆地的
变 化 。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从 过 去 的
3000元增长到 100多万元，先后被确定
为省级生态示范村、省党建示范村、市级
美丽乡村精品村（示范村）、市级文明示
范村。

打通基层党建“神经末梢”

去年9月，三门峡市陕州区店子乡栗
子坪村贫困户张小保的女儿张朵朵被河
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录取。村委会知道
后，帮孩子申请了“金秋爱心助学”项
目。从填表申请到领取爱心助学款，仅
用了10天时间。

“栗子坪村是省级贫困村，村干部坚
持执行轮流坐班制度，保证群众反映的
问题件件有落实。同时，村干部每人包5
户贫困户，37名党员各包 1户贫困户，发
展中药材种植、养牛、养蜂，想方设法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栗子坪村驻村第一书
记谢纯刚说。

锤炼严实作风、拧紧纪律“发条”，

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的“ 三股劲”精
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栗子坪村是一
个缩影。

“去年，店子乡黄塘村发生了一起贫
困户反映问题、部分单位和干部推诿扯
皮不作为的事件。陕州区纪委监委调查
核实后，对涉及的8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
肃处理，对涉及的5家单位进行了通报批
评，并在全区脱贫攻坚誓师大会上进行
了通报。同时，开展作风大讨论，通过以
案示警、以案促教、以案促改，提升党员
干部‘精气神’，聚合脱贫攻坚正能量。”
陕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吴自力说。

以案促教、以案促改。陕州区纪委
监 委 组 织 3 个 宣 讲 团 ，走 进 13 个 乡
（镇），结合查处的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对
乡、村、组干部进行党纪法规知识宣讲。
同时，排定时间表，在全区 256 个行政
村分批组织、压茬推进、集中教育，把村
组党员干部“请进”廉政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

扎实的干部作风，推动了陕州区扶
贫领域各项工作的开展。王家后乡通往
赵里河村的一条 7.28公里长的壁挂公路
修通后，不仅解决了赵里河村村民的出
行问题，还为村里招来了客商发展柿子
和脆枣产业。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让企业精神
焕然一新、企业效益显著提高。”6 月
14日，“天梯党支部”书记吕占群对记
者说。

陕州区原店镇个协党支部成立
时，只有 6名党员，一间普通的门面房
成了开展党建工作的阵地，一楼是办
公室，二楼是活动室，从一楼到二楼要
爬一架垂直的铁梯，这个党支部被人
亲切地称为“天梯党支部”。

“天梯党支部”坚持在批发市场发
展青年党员，储备党的后备力量，最多
的时候党员达到86名，为1800余工商
户和私营企业排忧解难。

“天梯党支部”是三门峡非公党建
工作的一个代表。2011年 6月，三门
峡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市级非公党工
委，作为市委派出机构挂靠在市工商
局，依托 46个工商所建立起非公党建
工作指导站。

针对私营企业员工流动频繁，导
致组织关系和组织生活难以落实的情
况，非公党工委实施党员“安家工程”，
帮助“流动党员”及时找组织、亮身份，
为党组织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工商管理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从
上门服务入手，为企业送政策、送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开
展一系列评比活动，提高非公企业党
员员工的自觉性。

“三门峡义乌商贸城是个小商品
批发市场，小、散商户特别多，很难管

理。成立党支部后，党员带头解决实
际问题，管理思路捋顺了，商户关系和
谐了，市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入驻率
已 由 2016 年 的 85%提 高 到 现 在 的
95%。”三门峡义乌商贸城党支部书记
李静说。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根据党员
分布和经营需要，在郑州、洛阳等地的
销售中心建立党支部，开展“党员身边
无事故 党员岗位无次品”等活动，极
大地促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

“党课引领思想”的班前一刻钟、
“交流凝聚人心”的班间一刻钟、“服务
树立形象”的班后一刻钟，通过创新开
展“三个一刻钟”活动，河南骏通车辆
有限公司党支部引领技术人员开展攻
关，已经研发出多个系列 200 余种新
产品。

目前，三门峡市建立非公党支部
565 个，选派党建指导员 335 名，将
5382名“隐形党员”纳入管理。非公党
建“三门峡模式”已在全国推广。

“通过强化政治统领‘铸魂’，树好
选用导向‘健体’，提升组织功能‘强
基’，强力正风肃纪‘固本’，进一步夯实
了基层党组织根基，优化了基层党员干
部队伍。目前，全市正实施乡村组织振
兴和城市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两个‘五年
行动计划’，加大投入、配强力量，确保
基层组织更加坚强有力，以党建工作高
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三门
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表示。③6

非公党建“三门峡模式”叫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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