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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党委书记杨春敏

引好“千根线”当好“一根针”
本报记者 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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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实施的网格化极为细致，11个
消防栓、103盏路灯、8座公厕、47个化
粪池、33个燃气总阀……全部逐一划
分给居民小组的网格责任人和小组
长。

她提出了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倡议，
叫作“巷内无生人”计划，即社区的巷子
里消除邻居们互不相识的冷漠……

2018年，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
结坝社区党委书记杨春敏荣获全国最
美城乡社区工作者。荣誉的背后，是
扎根社区默默耕耘14年的苦与甜，是
将一个矛盾丛生的“问题社区”变成

“和谐社区”的奋斗之路。
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

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
的一员，杨春敏已经“连轴转”了三
场。记者在市委党校见到她时，虽然
她肩膀上还留着火罐印，感冒让她的
声音有些沙哑，但一讲起社区的事情
来，她就像入了水的鱼儿。

15年的入党之路淬炼着初心

“我至今还记得入党的那一天：我
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站在党旗下，一句
一句读着入党誓词，内心无比激动。
因为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报告会上，杨春敏给大家摆谈起自己
的初心。

时光倒回到1984年，当时在重庆
特殊钢集团（简称特钢厂）身居企业管
理层的她，看到企业经常组织党员学
习，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也在党员会上
讨论。

“每次经过会议室门口，听到里面
说话声，我总忍不住驻足。”

于是，她找到了一个专管这项工
作的老党员，问清入党程序，并郑重地
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当时说按照组织要求，一步步进
行，时间需要几年，得看到我的长期表
现才行！”杨春敏说，也就是那时，她遇
到了端正她入党思想和工作态度的一
个人：单位的组织委员。

杨春敏回忆道：第一次见到他时，
胖胖的身材与时常挂在嘴边的笑容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得知我要
入党时，他就第一时间把我叫到了办
公室，“小杨啊，追求思想进步是好事，
但是你要清楚入党是为了什么。”这句
话提醒了杨春敏，对于入党也许她根
本没有做好准备……

“那次谈话之后，我便将组织委员
作为我工作中的标杆，由于人年轻劲
头足，很多艰巨的任务，我总是按时并
高质量完成，并定期向党组织进行思
想汇报。”虽然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杨
春敏已经在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直到1999
年她才正式入党。

“虽然我的入党之路很漫长，但我
一点都不后悔，因为15年的入党之路
也是对信仰的淬炼过程，来之不易才
会倍加珍惜。”杨春敏讲起自己的入党
故事，不禁红了眼眶。

共产党人，需要从小立大志，为了
“初心”而不断努力和奋斗。杨春敏的
经历正好诠释了这点，她小时候读过

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红岩》，这也是她
最爱的一本小说，革命烈士的故事润
物细无声，共产党人不怕苦不怕牺牲
的种子在她心里渐渐发芽。在他们身
上，杨春敏感受到共产党人顽强不屈
的意志，这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
和信仰。

揽下问题社区这个“烂摊子”

2005年，杨春敏工作了20多年的
特钢厂宣布破产，她也下岗了。1000多
名失业职工归入团结坝社区管理，各
种矛盾的聚集，使这里成了“问题社
区”。

在这关键时刻，本也是特钢厂职
工的杨春敏，抱着“试试看”，看能不能
改变“问题社区”的想法，去应聘了社
区工作者，并主动请缨负责居民稳定
和服务的工作。

“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4年。”杨
春敏回忆说，社区当时就是“环境脏兮
兮，人心乱麻麻，秩序乱糟糟，问题成
堆堆。”

看着社区这个样子，杨春敏心有不
甘。“问题社区”这团乱麻，到底怎么解
开？她本想入户走访摸清情况，可竟然
一个愿意给她开门儿的居民都没有。

“你们连卫生都搞不好，还能做啥
子嘛？”有的居民说完“砰”的一声就关
上了门，居民的“不友好”刺激了杨春
敏的倔强。

“我就不信了，一个卫生问题都搞
不定！”她自己跟自己赌上了气，既然
居民对环境卫生不满意，那就从整治
环境卫生开始。

杨春敏带头爬边坡、陡坎，去死角
清理垃圾，靠着一个蛇皮口袋和一双
手套，硬是捡出了一个清洁无死角的
社区环境。

社区有个“最难清理”的垃圾坑，
在一处边坡旁，深达8米、臭气熏天。
杨春敏找来一根麻绳拴在腰上，让同
事把她从边坡上吊下去，一筐一筐地
往上清运垃圾。一天下来，她的腰被
勒出了血痕，一碰就疼。

“陈年垃圾又脏又臭，怎么清洗身
上还是臭烘烘的。”

一开始，居民们就趴在自家窗台
或拿个小板凳坐在阳台，嗑着瓜子看

他们弓着腰捡垃圾；渐渐地，有些居民
坐不住了，一些老党员也自带工具“入
了伙”；后来，一些居民也悄无声息地
加入进来……

杨春敏趁热打铁提出，将居民每
50户设置为一个网格进行网格化管
理，同样是搞网格化管理，杨春敏实施
的这张“网”极为细致，几乎没有漏掉
任何一处空白点。

“11个消防栓、103盏路灯、8座公
厕、47个化粪池、33个燃气总阀……
全部逐一划分给居民小组的网格责任
人和小组长。”

和社区老党员“谈心”
激励她成长

杨春敏总是说，做社区工作离不
开社区老同志的鼓励。

那是2006年9月，当时的团结坝
社区党委书记离岗，杨春敏毫无争议
地成为代理书记；次年她又被选为社
区主任，社区书记、主任。

当上社区书记后，杨春敏对第一
次社区党组织生活会的场景记忆犹
新。

为了避免“书记上面讲、居民下面
摆”的情况，她上网搜集了很多丰富的
资料——搞笑段子、互动游戏……整
场组织生活会大家听得都很专心，不
时有欢声笑语。

当所有人都走出会议室的时候，
一名社区老党员走到她身边拉了拉她
衣袖，“杨书记，你有时间吗？我想和
你交流一下思想。”

感到意外的杨春敏拉着老党员连
忙坐下。

“我先不评价你今天的内容跟形
式，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表达，党组织
生活会是严肃重要的政治场合，不是
你个人的演讲秀。”

起初，老同志的一番话让她很不
服气，随后，老同志接着问：“你知道中
共一大有多少党员吗？第一部党章是
多久颁布的？‘三会一课’是多久写进
党章的？”老党员的三个问题，当时杨
春敏都答不上来，她羞愧极了。

“老同志的话让我感到丢尽了
脸。”从此，杨春敏把学党史、学党章当
成了她履职的基本要求。

还有一次，她去看望社区退休老
党员陈家孝。

“小杨啊，虽说现在社区大有改
观，但是我心中还是有些忧虑想跟你
说说。”70多岁的陈家孝是高级工程
师退休，他主动跟杨春敏谈起了自己
的想法。

“我们社区贫困人口这么多到底
怎么办？社区党组织涣散到底怎么
办？我现在退了休除了按时缴党费，还
能为你做些什么？”面对老党员的这些

“体己话”，杨春敏心头一热，陷入沉思。
“我当时跟陈老摆谈了一个多小

时，他对社区的关注让我很受感动。
但是我也暗暗做了决定：再困难也不
能向老党员伸手。”杨春敏说。

杨春敏坦言，社区老党员们的恳
切交心也激励着她成长蜕变，成为一
名合格敢于担当的共产党员。

“巷内无生人”计划拉近
新老邻居距离

随着危旧房改造，原来的老职工、
老住户纷纷搬走，越来越多的外来务
工人员，成了团结坝的“新邻居”。杨
春敏又提出了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巷
内无生人”计划，帮助“新邻居”融入社
区大家庭。

“首先，我们社区将外来流动人
口，统一叫作‘新邻居’。”杨春敏解释，
这是从观念和称谓上消除歧视与隔
阂，让流动人口感到亲切和温暖。

任何一位外来人口哪怕是租住到
了团结坝社区，立即就会有社区流动
人口协管员主动上门，送去一张印有
协管员联系电话和提供服务项目内容
的名片，引导流动人口到社区综治工
作站的“新邻居服务窗口”报到，告知
其社区生活办事指南，让每一位流动
人口了解社区。

社区综治工作站还专门建立了
“新邻居民情档案”，在各楼栋张贴并
更新“新邻居”门牌，让居民及时认识

“新邻居”，并将“新邻居”及其家庭的
基本情况录入电子台账，使社区对流
动人口做到“心中有数”。

其实，早在2009年，杨春敏就大
胆提出“把穷家底盘成富资源”。在杨
春敏看来，这样一个老旧社区，仅靠社

区干部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需
要借助其他力量。

这个“其他力量”，她首先想到的
就是社区那些退休职工。社区推出

“社区今天我当家”活动，设置公益服务
岗位——“社区编外书记、主任助理”，
希望发动和组织社区党员和群众协助
社区干部处理邻里纠纷和社区事务。

这项活动开展后，社区干部们惊讶
地发现，那些“社区编外书记、主任助理”
最先由居民群众轮流当值上岗，后来一
些大学生、社会单位的干部，也纷纷参
与进来，形成了一股社区积极力量。

社区的小事却是居民的大事

社区的工作都是繁琐和复杂的，
大到开各种会议，小到疏通下水道修
路灯。

除了这些大小事，她曾经还干了一
件悄无声响的“笨事”——带领班子成
员遍访辖区2369户居民和社会单位。

“一家一家上门采集居民家庭信
息和居民需求，那过程真叫一个累！”
这种“水磨功夫”虽然考验着社区干部
的耐性与韧性，却也成功地让“社区”
一词，替代了在居民心中扎根多年的

“单位”一词。
居民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工作

就在哪里。怎么样才能更好为群众提
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为此，社区
建立了“三张清单”机制，将辖区社会
单位能够提供服务的项目整合成“资
源清单”，与居民的“需求清单”对接，
形成民生实事“项目清单”，社区由之
前的“单打独斗”逐步走向了与驻区单
位的“抱团合作”。

直到现在，每个星期三上午，杨春
敏都会召集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代表
们开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这已成为团结坝社区工作的常态。

正是杨春敏的这些“春风细雨”融
化了群众的心。渐渐地，居民对社区
干部的看法有了积极变化，社区干部
在居民中的威信树了起来。

为社区服务不是一阵子
而是一辈子

“杨书记不是来管我们的，而是来
为我们服务的。”如今，居民都说杨春
敏是他们的主心骨，更是他们的“贴心
人”。

社区居民还将“贴心人”的故事编
成情景剧《杨姐来敲门》在小区联欢会
上演出，当看见台上那个“杨姐”一直
敲门也没人给她开门的时候，台下的
杨春敏掩面而泣。

“只有体会过的人才会感同身受，
我想起了当初的委屈，也庆幸自己的
坚持，这才换来了大家的信任。”杨春
敏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为社区居
民服务，不是一阵子，更不是做样子，
而是一辈子。

通过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她让
原先一个以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的老
旧、脏乱差社区重新焕发了生机，把一
个人心散落、贫困落后、矛盾丛生的

“问题社区”打造成了全市远近闻名的
“明星社区”。

“我生活在这里，社区是什么样子，
我的家就是什么样子，社区的居民就是
我的家人，如果我的家人需要我，我理
所当然要冲在最前头。”杨春敏说，只
要群众遇到困难，需要帮忙，她一定会
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来到他身边。

15年的入党之路也
是对信仰的淬炼过程，
来 之 不 易 才 会 倍 加 珍
惜。

为社区居民服务，
不是一阵子，更不是做
样子，而是一辈子。

居 民 的 需 求 在 哪
里，我们的工作就在哪
里。

社区的居民就是我
的家人，如果我的家人
需要我，我理所当然要
冲在最前头。

杨
春
敏
（
右
二
）
与
社
区
居
民
交
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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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敏。
记者 罗斌 魏中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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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8月9日12：00－2019年8月29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
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
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15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C分区C86-1/04、C87-1/04、
C88-1/04、C93-1/04号宗地

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
地、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70074

总计容建筑面积
（㎡）

≤150062.5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
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
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73281

备注

19116

19117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34

G19035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W分区W04-5/05号宗地

渝北区人和组团B标准分区B31-4号宗地

土地位置

巴南区南彭功能区（南彭物流基地部分）组团A分区
A12-1/01号宗地

巴南区界石组团D分区D7-1/01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其他商务用地

用途

物流仓储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13938

15522

产业类别

/

医药制造业

≤27876
≤38805
土地面积
（㎡）
20101

200152

≤35%
≤50%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30%
≥25%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6990

25563

7234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12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659

7006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南彭功能区
组团A分区A12-1/01宗地公示出让环保要求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界石组团D
分区D7-1/01宗地公示出让环保要求的复函》。

G19036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34-G19036三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渝北区两路组团Ga分区20-1/02号宗地（南侧部分） 一类工业用地 玻璃纤维及制品
制造 35032.8 0.7≤容积率≤1.5 ≥7500 ≥15000 2383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两路组团
Ga20-1/02（南侧部分）地块新建航空飞机专用保温绝热材
料及干净空气净化单元建设项目土地招拍挂出让意见的复
函》（渝北环函〔2019〕18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