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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哪里有需要，
党群阵地就延伸到哪里

越秀区以党员群众的需求
为出发点，在全区范围内做好
阵地建设谋篇布局“大文章”。

在区层面，建设区党群服
务中心，重点指导全区党群服
务网络建设；在各街道，选择辐
射面广、人员集中、配套齐全的
区域，如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所
在地，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在各社区，考虑居民日常办事
需要和站点日常管理需要，通
常整合社区居委会建设社区党
群服务站；在商务楼宇、园区商
圈、旅游景区等城市公共空间，
因地制宜择址建设区域化党群
服务阵地。

越秀区采用“区—街—社
区—城市公共空间”逐级布局
的网络架构，把阵地建在党员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把党群服
务的触角延伸到百姓身边。特
别是去年以来，越秀区打破区、
街、社区建设党群服务阵地的
传统模式，在二沙岛碧道和北
京路步行街分别建设了党群服
务阵地，实现了党群服务阵地
向人流密集场所拓展延伸的

“破冰”，受到党员群众的普遍
赞誉。

坚持标准化特色化建设、
规范化常态化运作

凸显“党味”。越秀区强化
党群服务阵地的政治功能、政
治属性，突出“红色”主题，加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庄重感和仪式
感；通过悬挂党旗、入党誓词、
党员权利和义务、党组织工作
制度等内容，采取设立红色书
屋、红色展厅、红色走廊等形
式，陈列党建书籍，编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口袋书，创新“红色服务”，
开展“红色活动”，让党员在家
门口就能接受红色教育、强化
党性锤炼。

突出标准。区党群服务中
心有专门队伍管理，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纳入街道内设机构管
理。全区按照“场所规范、功能
完善，制度健全、管理有序，活
动正常、实效明显”的标准，出
台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清
单，设立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六
室三厅”、社区党群服务站“四
室二厅”功能室设置规范，统一
制定党群服务阵地工作职责，
确保阵地规范有序运行；规范
统一阵地名称、标识，阵地内部
标明各场所分布和服务岗位，
工作人员统一佩戴工作牌，党
员佩戴党徽上岗，服务前台广

泛设立党员先锋岗；强化党群
服务阵地对党组织基本情况、
党建工作特色内容、先进基层
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图
片和简要介绍及党务公开、文
化展示、信息公告等内容宣传；
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群众需
求，科学设置包含综合接待、政
务服务、党群议事、红色教育、
党群活动、群团服务、人才服
务、便民服务等在内的活动服
务功能区。

彰显特色。党群服务阵地
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拓展
服务功能，以阵地为枢纽，积极
融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两代表一委员”联络站、
政务服务中心、“一站一中心”
（即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养老
服务中心）等平台，将党建、民
政、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群团
组织、社会组织等服务资源有
效整合，实现条块协同、上下联
动、共建共享；全面推行“四服
务”“四公开”，实行弹性工作
制，方便党员参加，吸引群众参
与。积极引入社会资源，通过
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购买服
务等方式，丰富服务项目供给，
打造特色党群服务品牌；充分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植入科技
元素，实现数字赋能。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打造“十五分钟生活圈”

增强基层治理效能。越秀
区以党群服务阵地为依托，整
合“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
治理平台，搭建各级党组织与
辖区内单位、部门、企业等党建
联席会议平台，深化区域化党
建机制，落实服务、需求、项目

“三张清单”，深化党组织和党
员“双报到”，以解决党员群众
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为
重点，提供党建宣教、政务服
务、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项目，构建“令行禁
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增强党员教育效能。充
分发挥党群服务阵地宣传、教
育、培训作用，主动融合街道
党校、新时代越秀讲堂、街道
党校社区分教点资源，加强基
层党员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
育培训，开展党的优良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
通过场所共用、设施共享，为
党组织开展“三会一课”、学习
培训、志愿服务、文体活动等
提供平台，教育引导党员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增强文明实践效能。充分

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
源，促进基层党建和文明实践
相结合，推动资源集约、功能融
合、协同运行，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
心价值观、文明新风等“飞入寻
常百姓家”；统筹整合志愿者队
伍、共建单位等多方力量，深入
开展志愿服务全民行动，为群
众提供理论宣讲、政策解读、道
德教育、文明引导、主题宣传、
广场文化等平台，助推文明城
市的创建向纵深拓展。

增强党务服务效能。进一
步强化党群服务阵地党务服务
基本功能，安排党务工作者普
遍驻点各级党群服务阵地提供
党务咨询、党组织党员报到、党
员组织关系接转、党组织孵化
共建、阵地活动预约等服务；积
极发挥“区域化党建”“双报到”

“四议两公开”等工作机制作
用，根据区位特点、人群特征、
服务半径等因素，经常性组织
开展党课学习、“以党带群”生
活技能培训、文体活动、红色电
影播放等各类党员群众喜闻乐
见、踊跃参与的活动。

增强为民服务效能。养老
服务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省“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
政”三大工程部署要求，加强党
群服务阵地与家政服务站、社
区养老院和卫生服务中心的资
源整合，积极推进社区嵌入式
养老机构建设，完善日间托老
服务和长者大配餐服务，提升
医养结合服务供给能力，提高
社区居家养老和家政服务质
量；生活服务方面，以街道、社
区党群服务阵地为中心，加强
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居委会（社
区公共服务站）、议事厅、垃圾
分类处理站、公共厕所、卫生医
疗服务场所、肉菜市场、小公

园、金融服务站点等整体规划
布局，打造全方位一体化便民
利民生活圈；文体服务方面，越
秀区加强党群服务阵地与街道
文化站、社区图书室、城市博物
馆、红色展览馆等阵地共建共
享，提高社区图书馆的使用
率，持续推进社区小广场、健
身路径等社区活动与体育设
施建设，满足居民群众强身健
体的生活需求；志愿服务方
面，加强党群服务阵地与社工
服务站、群团组织等阵地共
享、资源共用，培育一批拥有
越秀特色、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和志愿
服务项目品牌，通过“线上+线
下”等方式，全面推进志愿服务
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多样化
志愿服务，形成党团员志愿者
带头，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志愿
服务的浓厚氛围。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区
级党群服务中心1个，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18个，社区党群服
务站222个以及商务楼宇、商
圈园区、旅游景区等各类城市
公共空间党群服务中心（站）13
个，各类党群服务阵地累计
254个，并涌现出一大批示范
亮点、品牌标杆。

一是区党群服务中心枢纽
核心作用有新强化。区党群服
务中心作为全区党群服务阵地
的枢纽，立足“服务党员、服务
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人才”的
基本理念，不断深化拓展“3+
N”主题党日、党内实训、新时
代文明实践、企业开办、人才引
进、民生金融等各类服务项目，
一年来累计承办各类培训、活
动529场次，接待省内外参观
考察团206批次5313人，服务
党员群众22437人次，赢得广
泛赞誉，被建行总行树为标杆
样板在全国推广；近期“‘党政
银’深度共建，创党群服务新模

式”成功入选2020年广州城市
治理榜“基层党建创新榜”十大
案例。

二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综
合服务效能有新提升。北京街
党群服务中心有效整合党员服
务、政务服务、来穗人员服务、
应急指挥等7大中心和1条党
员服务热线打造“7+1”服务项
目，推动各类资源聚合下沉服
务党员群众。中心成功承办
2019年广州市基层党建工作
现场会。今年，中心进一步整
合升级，高标准打造羊城家政
基层服务站，成功承办了全市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建设现
场会。人民街党群服务中心充
分利用辖区共建资源，推出医
疗专家社区门诊、魏仁爱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慈善超市以及
金融风险防范等一系列特色
亮点服务项目，搭建起区域党
建、社区治理和行业治理三大
平台。以上两个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双双入选广州市十大优秀
镇街党群服务中心案例。

三是社区党群服务阵地便
民利民功能有新进展。六榕街
旧南海县社区根植社区的文化
底蕴和街巷空间特点，以社区
党群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为中心，串联长者饭堂、环
保空间站、六榕文化广场、大公
报小广场以及“三家巷”博物馆
等阵地，打造“15 分钟生活
圈”。白云街东湖新村社区在
党群服务站开设“两代表一委
员”工作室，首创“夜间接待”模
式，全年每周二晚7—9点都有
1名“两代表一委员”在工作室
接待居民群众，更广泛地知民
情、听民意、解民忧。

四是城市公共空间党群服
务阵地建设有新突破。在“珠
江之心”二沙岛建设二沙岛党
群服务驿站，凝聚周边省中医
院、广东美术馆、星海音乐厅、
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等单位共
建合力，为居民提供贴心服务，
建设成效受到省委、市委主要
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千年商
都核心”北京路打造北京路党
群服务站，整合广州旅游信息
咨询中心、北京路文化旅游区
游客中心资源，为市民游客提
供旅游问询、雨伞租借、行李寄
存、WIFI、充电、饮用水、应急
救护等便民服务，站点周末每
天接待游客约300人次。在广
州三大“城市客厅”之一的海
珠广场打造近 500 平方米的
海珠广场文化金融商务区党
群服务中心，提供党建领航、
红棉聚力、金融创新、风险防
范、人才创业、健康暖心等六
大特色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到
越秀投资兴业。白云街别出
心裁将广九铁路纪念园的展
览绿皮火车，打造成为海印商
圈党群服务中心，提供党群服
务、学习教育和文化宣传服务，
成为“网红打卡点”。

越秀区越秀区：：推进党群服务阵地提质增效推进党群服务阵地提质增效
近年来，广州市越秀区根据党中央关于“统筹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互联互通的党群服务中心”的指示精神，加强创新

探索，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越秀区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水平的工作方案》，对全区党群服务阵地进行扩面提质增效，全力升级
打造覆盖领域更广、服务效能更高的区、街、社区、城市公共空间党群服务网络，实现阵地全覆盖、服务零距离，建设党员群众
身边的“红色阵地”，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越秀区北京路核心区党工委整合游客中心资源，把党群服务站
建在国家4A级景区北京路步行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