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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骄阳炙烤着大地。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各项工作
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施工车辆来回
穿梭，沥青路面正在铺设当中；干部们
开会的开会、入户的入户……

中益乡党委书记谭雪峰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全乡280名党员带头干，群
众脱贫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以前

“其他乡镇村民在地里干，中益村民靠
着墙根看”的落后面貌已不复存在，现
在全乡干部群众正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的薄弱环节全力冲刺。

强作风
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

位于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
处的中益乡，属于典型的“两山夹一
槽”地势，位置偏远、土地贫瘠，贫困发
生率达7.6%，远高于全市、全国平均
水平，2017年被列为全市18个深度贫
困乡镇之一。

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欠缺自
不必说，更让中益乡党委政府揪心的
是干部群众落后的精神面貌。

2016年，胥方贵调任中益乡组织
委员，他对中益的第一印象便是“党员
干部素质不高，主动性差；群众发展动
力不强，思想意识落后”。他说，双方
作用下，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也严重影
响了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开展。

2017年，市县两级纷纷加派扶贫
干部进驻中益乡，中益乡党委也下定
决心，用大力气整治党员干部作风问
题，打造一支精锐之师。当年8月，针
对党员干部腐败、作风问题的专项治
理行动在中益乡开展，纪检部门着手
对扶贫领域的关键环节开展排查，并
通过梳理信访案件，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进行核实。

当年11月，来自龙河村的一封联
名举报信引起了中益乡纪委书记谭兴
玉的注意。原来，龙河村部分外迁村
民返回村里，在与亲朋旧友闲聊中得
知村上发放了公益林补偿款，自家却
没有，四下一打听，发现外迁户的补偿
款都未发放。在向村上询问无果后，
大家便递交了联名举报信。

“这件事影响恶劣，在村民中闹得
沸沸扬扬，有损党的形象。”谭兴玉说，
2018年春节过后一上班，乡纪委就介
入调查，发现是一名村组干部私下将
外迁群众的林地登记在自己及其妻子
的名下，把补偿款占为己有。拔出萝

卜带出泥，调查过程中乡纪委还发现，
2014年，该干部还以帮助群众看管林
地为由，在本人已领取护林员工资的
情况下，违规向群众收取费用。

2018年6月，该干部在上交了克
扣款项和违规收取费用后，受到了留
党察看一年的处分。7月，在全乡干
部职工大会、各村支部会、村组群众会
上，该事件被反复通报，在干部群众中
引起很大反响。

谭兴玉介绍，从专项行动开展至
今，乡纪委已查处党员干部扶贫领域
腐败问题5起7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事件2起2人，此外，诫勉谈话5
人、批评教育57人。“如今，党员干部
的精气神提起来了，工作主动了，工作
成效明显了，村民满意度也提高了！”
胥方贵说，整个中益乡正拧成一股绳
朝着稳固脱贫成果目标努力奔跑。

聚民心
“感恩宴”带动精神脱贫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
员干部队伍战斗力强了，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才能顺利推进。

去年底，在临近石柱县迎接脱贫
验收“大考”的时候，华溪村村支两委
提议：召集村民办“感恩宴”，让大家聚
在一起说变化、谈感受，迎接即将到来
的春节和全县脱贫摘帽大考。

“我都快八十岁了，还没见过村上

这种做法，我一定去！”“好啊，大家聚
在一起热闹热闹！”该提议得到村民积
极响应，大家以组为单位，由村组出
肉，村民出蔬菜、柴火，各组会做饭的

“大厨”齐上阵，操持起了这场宴会。
宴席上，干部群众围坐一起，忆苦

思甜，谈论着家乡近年来的变化：泥巴
路升级成了沥青路、土房变成了民宿、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大家腰包渐渐鼓
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气氛越来越热烈，
不少人激动得忍不住站起来发言：“以
前家里穷，邻居有红白喜事我都不好
意思去，现在到村上的基地做工，每月
都有收入，人都有底气些！”“现在政策
这么好，我也不能掉队！今年我一定
好好干，争取脱贫！”

也有村民不好意思地说：“以前我
总因为没直接受到帮扶心里不平衡，
现在看，我其实一直都享受到了扶贫
政策带来的实惠。村上这些年修路、
搞产业，我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也
要继续努力。”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引得部分
村民不时抹眼泪。

很快，华溪村这场别开生面的“感
恩宴”在其他村里传开了，其他村也在
村支两委的带领下于年前相继举办了
类似活动。

“这场‘感恩宴’办得好！大家在
一起把许多话说开了、说透了，消除了
隔阂，提高了思想认识。今年开年以

来，村民们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转变，
干事积极性也提高了不少！”回忆起几
个月前“感恩宴”上其乐融融的场景，
华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话语哽咽，
红了眼眶，“我们当时把‘感恩宴’的照
片、视频发到了村里的微信群，好多没
在家的村民看了后问明年还办不，要
回来参加。我的想法是，既然效果这
么好，今年还要继续办！”

贫困户花仁叔也感慨不已：“村上
变化确实大，很多改变是我们以前都
没意识到的，现在大家心中多了份感
恩，也有了上进心。‘感恩宴’过后，许
多矛盾无形中化解了，住在一个大院
里长期互不往来的马世沛、谭明翠、罗
红兰也冰释前嫌，还相约一起去基地
务工。”

促发展
百余村民计划发展农家乐

“我们约好月底前要把三楼的床、
门装配好哦，你在弄了没得？如果你
不按时弄好，我就把朋友介绍到别人
家去了哟！”4月26日，坪坝村第一书
记韦永胜再次来到贫困户向大忠家，
看他家的装修进度。

“韦书记你放心，我已经找人在做
了，保证按时装好！”向大忠赶忙回答。

中益乡海拔800—1900米，生态
宜人，夏季气候凉爽，又毗邻黄水镇，
处于大黄水旅游圈，是避暑消夏的好

去处。近年来，当地依托生态环境优
势，鼓励群众发展乡村旅游。

由于农家乐投入不小，村民们一
开始没底，都处于观望状态。“这种时
候就该我们党员干部站出来，为群众

们做示范！”2017年5月，坪坝村综治
专干谭海庭主动将自家房屋重新整
修，开办起了“黄水人家”农家乐。那
时，村上仅有农家乐3家。

让谭海庭感到意外的是，那年夏
天农家乐生意迎来高峰：每天住宿都
是满的，平均每天还要接待30余人用
餐。那个夏天，谭海庭仅靠农家乐就
赚到了近4万元，此后，他成为了“黄
水人家”专业合作社中益乡片区的理
事。

谭海庭农家乐迎来“开门红”，从
未见过这般景象的村民们心动了，不
少人向谭海庭打探开办“黄水人家”农
家乐的要求，卫生许可证的办理方法
等。

住在隔壁的向大忠也跃跃欲试，
但性格谨慎的他仍有顾虑：家中的欠
账才还完，如果办农家乐又得借钱，万
一挣不到钱甚至亏了怎么办？

向大忠的想法，韦永胜很清楚，
于是多次上门鼓励他，并帮助向大忠
将门前的院坝修整了一番，摆上了许
多花花草草。“我对村里旅游发展有
信心，去年修路时到处乌烟瘴气的，
还不是有游客住在这里。你觉得是
为啥？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凉快、环境
好！”韦永胜还告诉向大忠，可以帮他
申请无息贷款，还能帮他介绍游客，
只要他4月底前能将三楼的床、门装
配好。谭海庭也表示，有啥困难就找
他。

这下向大忠放心了，立马开始找
人订做家具。“现在村里有20多人跟
我报名要加入‘黄水人家’，全乡报名
人数已经超过100名。”谭海庭说。

石柱中益乡强作风、聚民心、促发展

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干部群众干劲十足
本报记者 栗园园

5月5日，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翠
园社区志愿者杨洪斌接到一条手机指
令，让其立即前往86岁空巢老人张序
伦家中维修水管。

杨洪斌立马带着工具赶到老人
家中，将正在漏水的管道修好，并在
离开时扫描了老人家中设置的二维
码，用手机实时打卡上报上门服务
情况。

通过手机给杨洪斌下达走访任务
的，正是大渡口区委为解决基层治理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运用大数据智能
化技术搭建的基层党建智慧云服务平
台。

自去年初投入运行以来，大渡口
区基层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已连通
16个部门数据，开通50多项网上服
务功能，实现了对辖区组织、机构、
人、事、物相关信息“一张网”智能化
管理，为基层党建插上了智慧的“翅
膀”。

一网同台，试图破解基层党
建难题

大渡口为何要专门搭建一个基层
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这，还得从前
年的一次调研说起。

2017年 10月，大渡口区委组织
部深入全区8个镇街的60多个社区调
研时发现，基层治理存在着三大突出
问题：一是社区党组织对辖区情况掌
握不够全，辖区内的各类组织、机构、
人、事、物相关信息长期条块分割；二
是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程度不够高，居
民群众参与面也比较窄；三是社区党
组织习惯于单兵作战，没有有效组织
动员辖区机关事业单位、经济组织、社
会组织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要解决这些基层治理的问题，大
渡口如何在新时代强化党建引领的作
用？

他们是这么做的：去年初，大渡口
区委启动基层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建
设，明确要求该平台建设要坚持问题
导向，将辖区所有组织、机构、人、事、
物相关信息汇集一起，纳入“一张网”
进行智能化管理。

去年2月，大渡口区基层党建智
慧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开通了组织
机构管理、人员管理、城市部件管理、
村社区事务管理等功能，实现村（社
区）党组织对辖区11832个组织机构、
368982名居民、19870个城市部件、
163097件村（社区）事务的全面管理，
并通过“大渡口党建云服务”微信公众
号为居民提供50多项服务。

与此同时，大渡口区委还配套建
立了信息采集更新机制、包片走访联
系机制、问题办理反馈机制、信息安全
保障机制，确保智慧云服务平台高效
运行。

聚焦服务，方便群众网上办事

“这个智慧云服务平台的功能非常
强大，不过居民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操
作却非常简单。”大渡口区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说，其中的网上办事大厅、村
社事务、设施管理等板块颇受欢迎。

3月16日，建胜镇百佳园社区居民
范治水老人在家人的帮助下通过“大渡
口党建云服务”微信公众号申请办理老
年优待证。一周后，社区党支部书记张
炜将证件送到了老人的家中。

“手机上办证太方便了！”张炜介
绍，“居民点开‘大渡口党建云服务’微
信公众号，选择网上办事大厅板块，就
可用手机办理入学报名、残疾人证、老
年优待证等12项事务。”

网上办事大厅操作非常方便，居
民群众只需通过微信在线申请并拍照
上传图片资料，后续工作全部交由社
区代办。对于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的事
务，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上门收取服
务。证照办理完成后，社区工作人员
在入户时送达居民家中。

其中，社区党组织书记还可以在
平台上配置走访任务，安排工作人员
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大家领到的任
务是否完成，社区党组织书记可以在
线督查并销号。

九宫庙街道创新社区居民刘仁贵
本是一名下岗工人。去年，创新社区党
委书记罗孝炳将帮扶刘仁贵的专项走
访任务从平台上配置给工作人员郭文
艺，要求持续关注刘仁贵生活情况，并
尽可能帮助他实现再就业。后来，郭文
艺多方协调帮刘仁贵找到一份稳定的
保安工作，在手机上完成任务销号。

除了社区党组织依托平台主动服
务外，居民还可通过“大渡口党建云服
务”微信公众号，直接向社区党组织反
映问题、寻求帮助。

“没想到，我扫了一下电杆上的二
维码，就反映了路灯报修情况。”新工
书苑社区居民任华口中的二维码，是
大渡口区为主要城市部件标识的二维

码“身份证”。群众发现公共设施损坏
情况，就可立即扫码向社区报修。

建胜镇百佳园社区临街门面曾两
次出现被盗情况。该社区党支部运用
平台“安全巡逻”功能后，在辖区设置
了67个安全巡逻点，督促物业公司保
安人员按时到各巡逻点扫描二维码打
卡，有效防范了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发
生。

“只有平台实用，群众才会爱用。”
新工社区党委书记袁铷彬说，大渡口
区基层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操作简单
易学、服务方式高效灵活，反映问题快
捷高效，赢得了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广
大群众普遍欢迎。

截至目前，“大渡口党建云服务”
微信公众号已办理了163097件社区
事务，其中收到巡查巡逻扫码汇报情
况160246次，处理839件居民反映问
题，办理证件542件。

汇聚力量，引领基层治理抱
团突围

如今，大渡口的这“朵”党建智慧
云，已成为集聚党员群众的网上新家
园。

“兹定于5月15日，在社区党员活
动中心召开本月主题党日，欢迎准时
参加。”看到百佳园社区党支部发来的
手机信息，流动党员杨润秋无比感慨
地说:“我大学毕业，刚搬到社区居住，
马上就收到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发来

的短信通知，组织没忘记我，我也尽量
参加。”

流动党员作为“生面孔”，社区党
组织如何做到及时精准了解？

“靠的也是智慧云。”大渡口区委
组织部负责人介绍，现在，通过连通全
市党建信息平台大渡口区党员数据，
再通过党建联席会收集信息，结合走
访摸排核实，从技术和工作机制两个
层面保障社区党组织能够掌握生活居
住在辖区内的党员情况，精准通知流
动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
实现流动党员异地“安家”。

这朵“智慧云”不仅召集了党员，
还连接起了大渡口的千家万户。广大
热心群众及辖区单位积极“发光发
热”，切实推动基层党建“联”起来、

“动”起来、“活”起来。
有的群众热心参与社区风险隐患

巡查，将以往安全稳定风险防控由社
区“单兵作战”变成众人“团队协作”，
实现了风险源一键拍照上传，平台立
刻跟进处置。

有的辖区单位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依托平台将互不隶属、层级不同、
领域多元的组织、机构联系起来，促进
了工作联动，营造了互动互促、相辅相
成的资源共享体系。

有的单位积极参加基层党建形势
分析调度会、党建联席会和民情分析
会，通过平台为辖区发展献计献策、为
贫困群众捐款捐物……

“大渡口的基层党建智慧云服务
平台，探索出了以创新党建平台实现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中共重
庆市委党校教授张志勇点评道，“它实
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是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
理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体现，
是新时代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好经
验。”

大渡口搭建基层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

“ 云 ”上 联 动 千 万 家
本报记者 汤艳娟

扶贫工作千头万绪，党员干部
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心骨”和“主力
军”，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
斗堡垒。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中
益乡因党员干部意识不到位，能力有
所欠缺，先后发展40余种产业都失
败了，浪费了扶贫资金不说，也让老
百姓十分失望，丧失了脱贫信心。

自2017年中益乡被列为市级深
度贫困乡镇之后，市县两级纷纷加
派扶贫干部前往中益乡助推脱贫攻
坚，与此同时，该乡党委政府也下定
决心：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从党
员干部腐败、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行

动到强化党员责任意识、增强干部
本领、完善党员干部工作调配机制，
中益乡党员干部的精气神一下子被
提起来了。

当年，中益乡开始产业结构深
度调整，在专家实地调研认证基础
上，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主动参与、
引导产业发展，并带领村民外出学
习，提振群众发展信心，最终因地制
宜将土豆、红薯、玉米等“温饱型”粮
食作物调整为中蜂、中药材、果蔬等

“小康型”经济作物，粮经比从9：1调
整到1：9，实现了特色产业对贫困户
的全覆盖。

从中益乡的前后变化中不难看
出，扶贫工作离不开一支有能力、有
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有他们冲锋
在前、披荆斩棘，老百姓的脱贫致富
路才能走得踏实、顺畅。

脱贫攻坚需要有能力有担当的党员干部
□栗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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