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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正文化，激发
创造力，增强软实力，提
升企业竞争力。”这是宗
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
建工作在企业中发挥出
的作用。

“事实上，公司的党
建已很好地发挥出了这
样的作用。”宗申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党群事务部
部长刘功辉说。

1995 年，当时的宗
申科技公司成立党支部，
1999年升格为党委，并
于2008年设立党委办公
室，2011年又建立起专
业的党委工作部门党群
中心，配备专职党务干部
3名，将党建工作经费纳
入企业经费预算，每年预
算不低于100万元。

“我们的党建工作不
是虚的，是紧紧围绕企业
的生产、员工的生活、企
业的安全稳定来创新党
建工作。”刘功辉说。

据介绍，在围绕生产
抓党建中，党委每年都组
织党员和员工开展“我为
企业献一策”活动，每年
都收到600条以上的建言献策，评估
价值达上千万元；在企业新产品、新
技术研发中，党员们更是发挥出了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党员研发人员共
为企业申报成功1200多项专利，党
委还经常组织党员突击队为企业攻
坚。如在今年的疫情防控中，党委组
织的有141名党员参加的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就在排查、环境消杀中冲在
了最前面。

在围绕员工生活创新党建中，公
司党委实施了“温暖宗申”工程，由党
组织建立起“爱心帮扶基金”和“互助
博爱基金”，凡是公司员工生病、家里
孩子考上大学或遇到生活困难等，党
组织都要出面进行帮扶和慰问。

在围绕企业安全稳定的党建创
新中，公司的各级党组织承担起了做
好员工思想工作的责任，甚至承担起
企业的稳定和安全生产秩序职责。

“近年来，我们激发非公党建活
力，优化营商环境，为巴南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民营经济已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巴南区委
副书记、区长何友生说。

目前为止，巴南区已在全区非公
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组建起党组织
457个，在民营企业建立起党员示范
岗500余个、示范生产线200余条，
让6211名党员在非公经济发展中发
挥出了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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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创新基层党建夯实基层基石

农村这一最基层党建的路径该
如何走？

“巴南区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基层治理新模
式，以党建促进乡村基层治理，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巴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夏杨
松说。

村级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力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乡村振
兴的保障。而村级党组织要有战斗
力，集体经济是基础。稳定和谐的社
会环境，需要有效的治理方法。因
而，巴南区在加强农村党建中，积极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
的新路径。

“3年前，我们村的集体经济还
是一个‘空壳村’。”已脱贫摘帽的
市级贫困村——双河口镇塘湾村
的“第一书记”冉允财说，到了2019
年，村里的集体经济纯收入已超过
15万元。

塘湾村是如何从一个集体经
济“空壳村”变成年纯收入已超过
15 万元，并顺利摘掉贫困村帽子
的？

靠的是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
塘湾村是山区，村里的闲置土地

较多。村党委结合扶贫产业发展，在
与村民商量后，成立红股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由村民特别是贫困户用土地
入股，村集体用项目资金入股，集中
建起了1000多亩的黄翠梨、香桃果
园，在林下种植西瓜、蔬菜等，并延伸
产业链，发展梨子酒加工，收入按集
体三成、村民七成进行分成。

去年，果园开始试投产，卖果林
下种的西瓜和蔬菜收入了40多万
元，再加上加工等的收入，集体获得
了15万多元的收入不说，还让全村
43户贫困户都有了产业增收项目。

“到果园全部正式投产后，村集
体每年可获得80万元以上的收入。”
冉允财说。

围绕乡业振兴发展集体经济，
是巴南区探索出的集体经济发展新
路径。巴南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说，2018年全区所有的“空壳村”已
全部销号，2019年底农村集体经营
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已达124个。
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总额
已从 2017 年的 15.39 亿元增加到
2019年的34.8亿元；村级集体经营
性收入从2017年的2256万元增加
到 2019 年的 5674 万元，增加了
151.5%。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自治、法治、
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三治”，
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
一。在农村基层党建创新上，巴南区
在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

“德法相伴”探索中，以法治和德治相
结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为突破口，
在全区推动形成“做一个明德知法的
人，育一个遵德守法的家，建一个厚
德循法的院，筑一座崇德尚法的城”
的四维体系。

在具体实施中，巴南区创新出
“德法红黑榜”评身边人、“以案说法
院坝会”议身边事、“德法有约大讲
堂”学身边法的三大路径，有效地提
升了群众的讲法、依法、重德意识，党
员干部的法治、廉洁意识。

“通过‘德法相伴’的基层党建
路径，把农村基层治理规范到法治
和德治上来了。”巴南区双河口镇党
委书记石升伟说，以双河口镇为例，
目前，全镇学法讲法、争当好人已成
风气，和谐、整洁、美丽的乡村已开
始呈现。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让巴南的基
层党组织有了更好的凝聚力、更强的
战斗力；“德法相伴”，让巴南的基层
社会治理更加有序有力。

“在加强城市基层党建中，我们
探索出‘1+X’党建联盟。”巴南区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组建‘1+X’
党建联盟，激发城市党建新活力》案
例，作为全市唯一区县入围全国优
秀创新案例复评名单。这一方式催
生出城市大党建的格局。

龙州湾街道龙海社区党委书记
李自玲在辖区内的那些大单位的负
责人面前，只能算是最小的“官”。
然而，就是这最小的“官”，靠“1+X”
党建联盟，将辖区内所有的党组织
协调到一起，形成了基层治理的合
力。

巴南区创新的“1+X”党建联
盟，是由牵头人领衔抓总制，成员单
位打破了传统条块分隔、封闭运行
的党建模式，把区域内关系互不隶
属、层级高低不同、领域多元多样的
各类组织整合起来，各自列出需求
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通过三
级党建联席会平台开展双向认领，
实现互联互动、共驻共建。

李自玲说，在社区党委的牵头
协调下，社区内的巴南区气象局、龙

州湾中学等13家单位的党组织形成
了党建联盟。联盟将辖区内的各种
活动阵地资源、党员和人才等整合
到了一起，形成大党建的格局。

目前，大党建的格局还延伸到
大群团建设的格局。不仅是有党组
织的单位形成了联盟，包括个体商
店在内的没有党组织的社会单位也
吸纳进来，共同参与到基层社会治
理中。

龙海社区典雅小区居民彭其修
手中有一本红色的“道德积分银行”
存折。他通过参加志愿服务、为留
守儿童辅导学习等获得积分后，用
积分存折到参与党建联盟的银行、
餐馆等换取了米和油、包子等。

龙洲湾中学的学生晚上放学回
家的安全是学校的一大难题。党建
联盟获知后，将社区内的党员组织
起来，成立了一支爱心护学队，每晚
轮流护送学生回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龙海社区的
每一轮排查，不到两天就能完成。而
仅有8名社区工作人员的社区，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高效率？李自玲说，是

因为通过联盟这一大党建格局，建立
起楼层党员中心户，让楼层中的党员
承担起了排查的责任。

龙海社区内龙庭街一家小面馆
的老板谢小华不是党员，却是这一
段街道小商店经营业主们选出的排
长。排长的职责是组织、督促这一
段街道内的商店搞好门前“三包”、
创卫以及联防联治等。

“‘1+X’党建联盟，把辖区内各
方面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共同参与
到了基层治理中。”李自玲说。

在巴南的城市党建创新中，还
建立起水上党建联席会，实行成员
单位制。由区交通局党委书记牵
头，朝天门海事处、长江巴南航道
处、长航公安巴南派出所、公运集装
箱运输分公司等17家党组织负责人
及4个长江流域城市街道的“河长”
（街道党工委书记）参与。

水上党建联席会的主要职责是
传达贯彻党中央、市委的决策部署
以及区委的工作要求，分析研判辖
区水上管理的形势，安排部署联合
执法、安全排查、抗洪防汛等业务工

作，统筹解决各自的重难点问题，交
流党建经验做法等。

巴南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说，目前，全区已先后成立55个“1+
X”党建联盟，已有5.5万余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团组织、

非公和社会组织、金融机构以及驻
区部队等作为成员单位参与其中。
联盟内的党组织已联手建起2047个

“红色网格”，以及实施四点半课堂、
微心愿、爱心超市、企（校）地合作项
目2127项。

创新农村党建 夯实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基石

创新“1+X”党建联盟 夯实城市社区治理基石

党建实，基石稳。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

国家的基石。巴南区创新

基层党建，夯实了基层治理

根基，打牢了社会稳定和发

展的基石。

“近年来，巴南区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构建

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

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基层治理体系。”巴南区委

书记辛国荣说，实践证明，

这条“创新基层党建+社会

治理”的路子走对了。

巴南区的党建引领，

重在围绕农村、城市、非公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理，创

新基层党建，为城乡经济发

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社

会治理等夯实了基础，激发

出强大的发展动力。

巴南城区 摄/冯亚宏

双河口塘湾村贫困户李宗港在扶贫产业果园基地务工

宗申产业集团党员员工带头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龙洲湾街道龙华社区开展“德法相伴——以案说法”院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