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邻里“粽”情畅谈。吴瑞莹 摄

“五星”创建大家谈。吴瑞莹 摄

欢乐幸福苑。张银武 摄

新野县施庵镇东杨营村志愿服务

队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五

星”支部创建中，他们更是急先锋；城郊

乡袁庄村带动周边村发展成为万亩大

棚蔬菜基地，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入

股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逐年增加……

乘着“五星”支部创建的东风，新野

县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党建引领城

乡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与“观念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突出

“领”字牵头、“早”字开局、“实”字托底、

“保”字为基，确保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孟向东 刁良梓 朱云霞 张立功

坚持“领”字牵头，织密推进体系

一是坚持书记抓、抓书记。把“五星”支部创建作
为书记工程、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县委书记为组长，县
长为第一副组长，相关县处级领导为副组长，46个部门
一把手、15个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为成员的“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支部过硬、
产业兴旺等 9大工作专班，相关县处级领导为专班牵
头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新野县委书记赵红亮先
后召集县直职能部门一把手、乡镇（街道）党（工）委书
记召开“五星”支部创建现场会 3次，推进创建工作落
地落实。二是坚持统筹抓、抓统筹。构建由县委书记
亲自抓、组织部长具体抓、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直
接抓、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全面抓的责任链，形成县乡
村三级同力抓好“五星”支部创建的良好格局，共同分
析研判村（社区）基础状况，会商制定创建总体目标。
同时，加强部门统筹联动，发挥部门优势，推动政策、资
金、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倾斜，确保创建实效。三是
坚持深入抓、抓深入。持续深化县处级领导分包联系
乡镇（街道）制度，由县委书记带头做起，相关县处级领
导下沉到分包乡镇(街道)蹲点，开展“解剖麻雀”式调
研，重点围绕“自身优势是什么、创建的标准是什么、短
板弱项是什么”等方面，指导各乡镇（街道）准确把握创
建标准，科学制定创建措施。

坚持“早”字开局，抓好规划编制

一是早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围绕创建工作的重要
意义、评星办法等内容，新野创新运用“四议两公开”线
上工作法，通过线上宣传、线上协商、线上决策、线上公
开，进一步提高基层党员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二是早培训，提升素质能力。分层分类召开
培训会，突出培训针对性、长效性、实效性，围绕“五星”支
部创建重点任务、创建标准、评星办法、工作机制等方面，
分级分类召开多轮次、高频度、全覆盖专题培训会，为抓
实规划编制奠定基础。三是早指导，精准制订规划。组
建由县委组织部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7个调研组，利用
3天时间，通过实地看、深入访、联动查的方式，对乡镇街
道上报的创建规划逐一审核把关，精准制订规划，对7个
村级创建规划及时进行了调整。分南北两个片区召开

“五星”支部创建分析研判会，逐乡镇（街道）、逐村（社

区）会商研判，确保底子摸得清、规划定得准、措施做得
实。目前，全县规划创建“五星”支部5个，“四星”支部
26个，“三星”支部116个，“二星”支部110个。

坚持“实”字托底，做实推进举措

坚持“一星一专班”“一星一方案”，明确时间表，画
好路线图，确保创建工作不折不扣落地。同时，建立县
委书记、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等五项清单，通过实
行清单式管理，一体化推进创建工作落实见效。为充
分发挥示范效应，选取汉城街道、新甸铺镇作为整乡推
进的“示范乡”，重点提升；围绕农村和社区“五星”支部
创建五大任务，每类星选取一个村或社区作为“五星”
支部创建的“示范星”，重点推广，在全县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星级创建样板，示范引领全县整体提升。

坚持“保”字为基，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分包联系机制，坚持“抓两头、带中间”，
由县处级领导分包联系31个拟创建“四星”以上村、13
个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以下村，重抓重
推，破解难题。二是建立督导考评机制，围绕“五星”支
部创建，建立“周提示、月调度、季观摩、半年考核、年终
述评”机制，以强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五星”支部创建
见实效。三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整合农田、水利、扶
贫、美丽乡村等涉农资金约18亿元；实施“7000万元基
层党建提升计划”，落实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五星”支
部创建奖励等各项经费，助力“五星”支部创建。四是
建立奖惩激励机制，把“五星”支部创建和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层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对连续三年获评“五
星”“四星”“三星”支部的，分别授予“五星”“四星”“三
星”支部书记称号，从第四年开始，“五星”支部书记基
本工作报酬提高到2倍，“四星”“三星”分别上浮20%、
10%。对获得“五星”支部书记称号且正常离任的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月生活补贴提高到 2倍，获得“四
星”“三星”的月生活补贴分别上浮20%、10%。对创建
不力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约谈，长期得不到改进的，
及时予以调整。

新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慧表示，下一步，我
们将着力固底板、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力争实现

“三星”支部成片、“四星”支部成批、“五星”支部全市乃
至全省领先的目标。

“‘小五星’拉着‘大五星’，‘五
星’支部创建有了新载体、新抓手，
大伙创建的积极性高了，活儿干着
越来越顺畅了。”新甸铺镇新南村党
支部书记李海风高兴地说。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新甸铺镇创新探索“五星”支部
实践模式，在全镇农村开展以“奋斗
致富星”“干净整洁星”“遵纪守法
星”“友爱和谐星”“热心奉献星”为
主要内容的“五星”农户创评活动，
以农户“小五星”助推支部“大五星”
创建，形成党群共建共享的良好局
面。

“五星”农户怎么评？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按照“农户自评—村
小组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核”的程
序对农户进行公开评议，确定农户
的“星级”，再将评比结果张榜公示，
群众无异议后报乡镇评比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进行审核，最后统一挂
牌到户，并予以表彰奖励。

“通过自下而上的三级联动评
选，乡亲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统一，也
起到了示范带动的作用，形成了户
户争创五星的良好氛围，为‘五星’
支部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甸铺
镇党委书记陈冬禹说。

“五星”农户评选活动的开展，进
一步提高了“五星”农户的荣誉感，激
励和带动更多家庭自觉养成良好家
风，共建文明幸福家园。大家惊喜地
发现，村里勤劳致富的多了，游手好
闲的少了；邻里和睦的多了，吵嘴拌
嘴的少了；讲究卫生的多了，乱堆乱
放的少了，全镇掀起了“户户创五星，
村村摘五星”的热潮，让“支部创、群
众看”逐步转变为“支部引导、党员
示范、村民共创”，形成了富有新甸
铺特色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新野县新甸铺镇

“小五星”助推“大五星”

新野县汉城街道党工委把“五
星”支部创建和重点工作统筹起来，
对标城市社区“五星”创建 5 项重
点、27条目标任务，创新实施“五大
提升工程”，建立“五项机制”，推进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蹄疾步稳。
一是以“头雁工程”为牵引，培

养一批敢担当、能攻坚、善作为的社
区 治 理 排 头 兵 ，争 创“ 支 部 过 硬
星”。二是以组织体系共建、工作机
制共联、阵地场所共用等“五共模
式”为抓手，实施“全域党建”深化提
升工程，争创“共建共享星”。三是
以全科网格化治理为抓手，用好三
理室矛盾化解平台，实施“社区治
理”综合提升工程，争创“平安法治
星”。四是以红色驿站、暖心驿站、
红色物业等阵地为依托，实施“红色
阵地”服务提升工程，争创“幸福和
谐星”。五是依托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实施“创业沃土”培植提升工程，
争创“宜业兴业星”。

为确保“五星”支部创建有力有
效有序推进，汉城街道创新建立“五
项机制”，为创建赋能。一是建立宣
传引导机制，努力形成以创星促共
建，以创星促平安，以创星促和谐，
以创星促就业，以创星强自身的生
动局面。二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
整合各方资源，确保创建成功。三
是建立联系分包机制，党工委书记
牵头，一星一专班，专班化管理、清
单化推进、台账化落实，常态化蹲点
指导。四是建立督查调度机制，推
行“月盘点、季观摩、半年评比、年终
考核”工作措施，形成常态化督导、
整改、再督导的闭环机制。五是建
立以评促创机制，大力选树和奖励
涌现出的创星典型，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激发党员群众广泛参与。

新野县汉城街道

“五五工程”抓实“星”支部创建

“一亩地三茬菜，户均增收两万
块”，这是袁庄村蔬菜产业发展的真实
写照。“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袁庄村瞄准“蔬菜种植强村”的目标，下
足功夫，夯实产业兴旺根基。

盘活闲置资源。以“空心村”整治
为契机，向土地要效益，盘活集体闲置土
地资源150亩,以租赁形式入股专业种
植合作社，高标准带动蔬菜产业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年集体收入达25万元左右。

实施跨村联建。运用全域党建理
念，联合周边吕庄、郭营等 6村跨村联
建，成立蔬菜产业联合党支部，实现平
台共建、遇事共商、资源共享。各联合

党小组共同发力，在种植、管理、销售等
环节，为周边农户统一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从而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

建立“双绑”机制。成立袁庄村蔬
菜专业合作社，依托佰蔬达蔬菜有限公
司，建立“双绑”机制，通过“支部+公司+
农户”的模式进行生产经营，开展订单化
种植，辐射带动2万余人，菜农亩均收益
2万元以上，种植积极性空前高涨。

“下一步，我们将树立品牌意识，积
极开展蔬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提高
蔬菜产品市场认可度和附加值，促进蔬
菜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袁庄村党支部
书记李子凡说。

歪子镇棉花庄村聚焦“平安法治
星”创建，发挥制度优势、找准关键环
节，凝聚合力，全力创星，不断提高辖
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该村被评
为“全国平安法治建设示范村”。

社情民意在小网格中收集。建立
“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
户”三级网格体系，由17位村民小组长
担任专职网格员，组建网格微信群，全
面收集掌握社情民意。坚持每日排查
上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各类突
发事件及其他政治安全、社会治安风
险隐患，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矛盾纠纷在三理室内化解。由

在群众中威信高的老干部、老战士、
老模范共计 11人成立了“夕阳红”民
调小组，今年以来，共排查矛盾纠纷
50 余起，调成率达 100％；开展普法
活动 5 次，接受教育群众达 1000 余
人次，全村未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和上
访事件。

良好风尚在“一约四会”中形成。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
约，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公开推选具有
较高群众威信的党员代表、乡贤、“五
老”人员等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引导群
众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

如今的东杨营村，花香四溢，绿
树成荫，环境宜人，成为远近闻名的
生态宜居村。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东杨营村发挥“巾帼志愿者团
队”作用，扎实开展“优化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行动，人居环境持续
优化提升。对主干道路硬化、铺油
3000 米，拆除残垣断壁、整修老旧
房屋 53座，粉刷、彩绘墙体 4200平
方米，栽植绿化树木 3300 棵，架设
路灯206盏，建设综合性文化广场1
个，主题公园、游园 2个，农户改厕
率达95%以上。

在村党支部的倡议和指导下，
县政协委员张英牵头成立了由本村
姐妹组成的“巾帼志愿者团队”。她
们针对乱堆乱放、乱扔乱倒、乱搭乱
建等行为，通过带头干、帮助清、分
包管的方式，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
治，使“杨营是我家，环境靠大家”共
识深入人心。

东杨营村“巾帼志愿者团队”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始的 13人
发展到目前的 61人，已然成为人居
环境整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同时也成为文艺宣传战线上的“骑
兵团”。

新野县施庵镇东杨营村

凝聚巾帼力量 共绘宜居画卷

新野县城郊乡袁庄村

坚持党建引领 共促产业兴旺
新野县歪子镇棉花庄村

多方联动聚力 共享平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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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滩湿地公园里的“画里画外”。王国奇 摄

新野县上庄乡山坡村村民尽享幸福新生活。张银武 摄

津湾桃园春意浓。 程林芳 摄

桃农丰收的喜悦。雷明宝 摄

●● ●● ●●

新野县“五星”支部创建工作蹄疾步稳

群“星”争辉，下活基层治理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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