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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下沉注力量下沉注动能动能 强本固基谋发展强本固基谋发展
■■辽宁省阜新市委书记辽宁省阜新市委书记 吕志成吕志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落

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辽宁省阜

新市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小，财政底

子薄，长期以来在基层治理方面存在欠账。阜

新市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秉持“犯其至难而

图其至远”的理念，克服自身困难，敢于啃硬骨

头，从党建引领入手，创新“三个下沉”工作举

措，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基层

治理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为阜新转型振兴凝聚

力量。

阜新市委书记吕志成带头参加党建项目拉练活动。阜新市委组织部供图

人员下沉
建强基层治理力量

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
在人。抗击新冠疫情工作取得
重大胜利，体现了我们党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但
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基层治
理力量的不足。阜新市委全面
总结疫情防控期间机关、企事
业工作力量下沉到基层的成功
做法，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
把更多力量下沉到基层，为基
层治理提供人力支撑。

一是充实一批党建指导力
量。我们深化千个机关支部与
千个村社区、非公企业结对子
的“千千结”活动经验做法，按
照政治素质好、党建业务熟、协
调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作风纪
律优标准，选派政治坚定、能力
突出、作风过硬、敢于担当、熟
悉党建工作、热心为基层服务
的市直、县区直单位干部到街道
社区任党群工作指导员，指导基
层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
作。其中，从市直机关选派34
名干部到17个街道任第一书记
或副书记，从高学历人才中选派
17名到街道任职工作，确保每
个街道有3名党群工作指导员；
从市直、县区直单位各选派187
名干部分别到187个社区任党
群工作指导员，确保每个社区有
2名党群工作指导员，推动基层
党建工作质量、基层治理和为
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二是建强一批党建骨干力
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促进乡村
振兴等任务，要靠各级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关键是要有
一批有干劲、有想法的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市委充分发挥第
一书记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关
键作用，向65个乡镇、622个村
选派乡村工作干部864名，确

保全覆盖、无死角。派出单位
发挥“后援军”作用，与选派干
部共同会诊把脉基层问题，共
同推进建强一个班子、发展一
批党员、培育一批亮点、引进一
个项目、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选派干部积极投身
乡村振兴事业，帮助乡村党组织
制定三年发展规划889份，引进
或培育产业项目561个，发展

“一村一品”农业项目369个，引
入企业投资6921万元，协调和
投入扶贫帮困资金6909万元，
化解群众矛盾纠纷2747个。

三是凝聚一批党建工作力
量。市委在全面完成街道管理
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机构设置
等“前半篇”文章基础上，把街
道社区党组织作为联接辖区内
各领域党组织的坚强“轴心”，
不断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
组织政治功能，统筹协调抓好
辖区内各项工作；进一步推进
区域化党建，全面建立、规范运
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
委”制度。年初以来，各级机关
党组织对接社区“大党委”，1.3
万名机关党员全力参与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创建全国卫生城
等工作，先后参与社区议事协
调会354次，帮助协调解决难
题500余件，展现出城市基层
党建的坚强力量；同时，市委把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党建作为城市党建的重要
组成部分，深入开展“创新提质
强覆盖”活动，2020年新建非
公企业党组织90个，党组织覆
盖率79.25%，新建社会组织党
组织 44 个，党组织覆盖率
57.53%，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
盖和工作覆盖。

资金下沉
强化基层治理保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村社区干部是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每逢急难险重任务都冲锋在第
一线。市委着力克服经济短板，
全力推动资金下沉到基层，加强
基础保障，让村社区干部在工作
开展中有保障、有“底气”。

一是建强组织阵地。村、
社区活动场所是基层治理的重
要阵地。前些年，阜新市622
个村部三分之二低于200平方
米，187个社区仅有45个超过
400平方米，个别面积不足40
平方米，基层治理水平受到影
响。市委引领各县区采取选址
新建、财政购买、开发商提供、
现有房屋置换、清退长期占用
等形式，先后投入财政资金3.5
亿元、党费补助3369万元，对
478个村、142个社区场所进行
新建或改扩建，推动全市村社
区活动场所面积全部达标。同
时，充分挖掘红色基因，利用基
层活动场所实施打造“3+2+N”
党建工程，依托三个党性教育
基地、两个红色主题公园和近
百个红色驿站，上好新型微党
课，通过话剧、歌舞、快板、评
书、朗诵等形式编排微党课近
700个，教育培训党员5万余人
次，阵地利用率显著提升，党性
教育功能不断拓展。

二是提高待遇标准。城市
治理很多工作的落实都要落到
村社区干部身上，市委从严格
执行待遇标准入手，让村社区
干部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2019年底全市村书记的年平
均报酬才1.1万元，今年各级财
政顶住压力，优先提升村干部
报酬，目前村书记报酬达到每
年2.7万元，增幅145%；社区工
作者生活补贴由2017年的每
月 700 多 元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3255元并缴纳“五险”，副职、
正职分别增加100元、200元，
书记主任“一肩挑”的达到4055
元，相当于本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水平。在提高待遇的基础上，还
进一步加大从村社区书记中定
向考录公务员、事业编的力度，
进一步激发干事热情。待遇提
升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担
当精神也得到了提升，一些多年
未破解的难题取得历史性突
破。在土地确权工作中，村干部

“自我革命”、冲锋在前，阜蒙县、
彰武县共溢出村集体土地95万
亩，仅此一项就为村集体每年增
收3650万元。

三是落实经费保障。基层
能否有效运转，经费保障是前
提。市委将基层组织工作运转
经费、党建经费全部纳入到各
级财政预算，健全以财政投入
为主的乡镇运转经费和稳定的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全面落实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服务群众经费、党员活动经费，
确保村、社区党建工作经费全部
达到每年 2万元以上。2019
年，平均每个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达到12.4万元，增幅100%。要
想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光靠
挖掘内部保障潜力是不够的。
市委与省农信社共同实施百村
百名金融助理工程，通过“1托
X”模式，选派农信系统优秀年
轻干部到村任金融助理，为加强
阵地建设、保障党员活动、服务
广大群众争取资金，既引入了人
才，又进一步提升了保障能力。
目前，选派的金融助理共走访贫
困户 9700 户，帮助解决问题
1274 个，推动发展项目 1401
个，签订贷款协议2167个，发
放贷款 14765.9 万元，有效发
挥助力乡村振兴和提高乡村治
理能力的重要作用。

服务下沉
提升基层治理质量

基层治理归根结底是一项
民生工程，群众满不满意是工

作成效的唯一评判标准。市委
坚持“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
办事”理念，把医教食住行、社
会保障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领域数据互通共享，最大
限度提高办事效率，在千方百
计服务群众中凝聚推动城市
发展合力。

一是服务事项在网上办
理。市委将回应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作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结
合“放管服”改革，优化权力配
置机制，打出创新机制、减负增
效、整合资源等系列“组合拳”，
全面提升基层统筹能力、管理
能力、服务能力和动员能力。
市委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为着力点，力求快速解决居民群
众的需求热点、社区治理的痛点
堵点，目前市县两级共梳理出社
区可一网通办事项100项，已经
实现网上办理18项，正在推进
的一网通办82项，切实做到审
批权限应放尽放，推进基层“一
岗多能”、网上审批，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切实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二是服务载体在平台搭
建。针对基层治理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市委在深入调研论
证的基础上，将“辽沈智慧党建
云平台”、8890综合服务平台、
政务服务网以及住建、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公积金、医保、社
保等各类网络服务功能多网合
一，研发“阜新通”手机APP，打
造“阜新党群服务网”一张网与

“社区治理平台、纠纷化解平台、
诉求办理平台、便民服务平台、
智慧党建平台”五个平台，通过

“一网五平台”打通基层与各级
部门、各类组织之间的数据互通
和共享渠道，推动网络平台和实
体大厅、线上运行和线下服务一
体化，促进社区治理、纠纷化解、
诉求办理、群众服务、党建工作
等功能深度融合，实现一网统
揽、一网通办。

三是服务目标在网格中实
现。健全的基层组织体系是党
的领导延伸到基层的重要保
障，是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所
依靠的关键力量。市委深入总
结疫情防控期间的网格化管理
模式经验，按照资源整合、区域
统筹、网格覆盖、分片负责的原
则，根据辖区面积、人口数量、
居住集散程度等情况，科学合
理划分街道一级网格17个、社
区二级网格187个、小区三级
网格 939 个、楼栋四级网格
11822个，建强一级网格大工
委、二级网格大党委、三级网格
党支部、四级网格党小组，配强
党员网格长，建强党员、志愿者
单元长队伍，把群众诉求、卫生
环境、信访稳定、社会治安、疫
情防控等社会治理内容全部纳
入网格化智能化管理之中，做
到级级有组织，层层有党员，把
党建引领成效充分体现在网
格，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
办、服务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