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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成合力 社会治理新格局

多网合一网 一网覆城乡
建立四级网格体系

过去，多部门有各自的工作网格，
以致信息壁垒、条块分割，影响了办事效
率和效果。

“多网合一，城乡全域覆盖。”城口县
政法委负责人称，全县按照“地域相邻、构
成相似、规模适度、方便管理、便捷服务”
的原则，科学合理设置网格，统筹考虑地
域面积、人口分布、脱贫攻坚任务、复杂程
度等因素，将区域内人、地、物、事、组织等
基本要素纳入网格服务管理，构建形成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基础网格”四
级网格体系，对基础网格重新进行优化整
合。着力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在城市社区，按街区、片区和实际工
作要求等，共划分城市社区网格114个；
在农村地区，按村居民小组、村居民聚居
点、村民自治院落、楼栋等，共划分农村
地区网格1139个。

为防止脱管、漏管，城口将全县101
个移民搬迁扶贫安置点全部划入网格，
特别是对沿河、岚天等乡镇户籍地和实
际居住地不一致的住户，实行双重管理，
户籍地网格负责政策落实，居住地网格
负责日常管理，实现了无缝对接。

县级网格负责统筹协调全县网格化
管理工作，指挥处置突发事件，协调处置
乡镇街道不能解决的事项等工作；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及时受理处置县级网格分
派的事项，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办理工作
并反馈结果；乡镇街道网格负责及时协
调处置和反馈县级网格交办或村社区网
格上报的事项，对村社区网格进行监督
管理，指挥处理一般性突发事件；村社区
网格负责组织村（居）民、志愿者参与网
格管理，开展管理、服务等工作，对基础
网格上报的信息进行处置，保障网格员
正常开展工作。基础网格负责联系、组
织、发动、宣传、服务群众，把党委政府
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老百姓提
供便民服务。

“四网四包”全员入网

蓼子乡金寨村龙某，2014年在一企

业务工，但多年来一直没拿到工资。听
说通过网格可以反映问题，他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拨通了网格员、驻村民警王果
的电话。

王果了解情况后，联系到邻镇的派
出所和务工所在村委会，与企业一起协
商解决欠薪问题。“6年没结果的事儿，3
天就拿到工资了。”龙某高兴地说。

基层工作靠网格、部门工作在网
格。城口县出台了《关于实施网格化管
理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实施意见（试行）》和《基础网格社会治
理类责任清单》，将村社区事务延伸至网
格，细化明确了共10大项50个小项职
责任务。

同时，县委成立了网格化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了21个成员单位，各乡
镇街道、县级部门单位分别成立相应工
作或专项小组，配齐配强四级网格长和
专兼职网格员，形成了完备的网格化管
理工作组织体系。

“‘四网四包’，全员入网。”城口县相
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围绕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基础网格的四级网格，建
立了35名县领导包乡镇街道，22个县级
职能部门110名领导班子成员包片区的
工作制度，明确了128名业务人员具体
负责日常工作。全县四级网格长全部明
确到人，全面落实网格事项准入和分类
处置。

一时间，“民情直通车”“乡镇吹哨，
部门报道”“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道”、
上岗公示和民主测评等，全部进网入格，
力争做到“小事不出基础网格、一般事不
出乡镇街道网格、大事不出县级网格”。

为实现工作合力最大化，城口县将
基层社会治理同脱贫攻坚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同考核，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
一达标一治理”要求，细化明确网格内防
风险、促脱贫、护民生、建和谐等具体任
务，建立每月一次政策宣传、一次入户走
访、一次风险排查、一次联席会议、一次
督导检查的“五个一”机制。

在疫情防控期间，城口强化党组织
在疫情防控中的主心骨作用和党员的

“九个带头”作用，8300余名党员主动认

领网格防控责任区，形成了“一名党员一
个桩、万名党员一张网”疫情防控网。

建三级联动高效调动

去年6月21日早上，沿河乡文丰村
1组河埋湾段公路滚下大型落石，阻挡了
村里唯一的出路。基础网格员雷光宝闻
讯，前往事发地查看，并通过网格问题化
解群上传事发地的位置及损坏情况。

同时，雷光宝又电话上报村级网格
长，村级网格长立即将情况上报乡级网
格长吴雪飞。吴雪飞及时指派乡平安办
处置赶到现场维护交通安全，清除障
碍。不到2小时，道路便恢复了畅通。

“做到当天发现问题、当天能解决。”
吴雪飞介绍，城口将脱贫攻坚战与网格
化管理结合起来，建立三级联动日调度
机制。“环环相扣，程序化调度事不过
夜。”

三级联动日调度机制具体包括，村
级问题日走访、日上报。网格管理员、帮
扶责任人等逐户核实“两不愁三保障一
达标”、群众认可度、问题整改、“三落实”
以及水电路讯等情况，力所能及的立即
解决，不能解决的以户为单位建立问题
台账，由村级网格长召集村级指挥所成
员进行研判，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时限，限

期销号。
乡镇（街道）日汇报、日研判。村级

不能解决的问题，梳理成清单报送乡镇
街道和驻乡工作队当日研究，提出解决
措施，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限时解
决。对于本级不能协调解决、需要县级
统筹解决的问题，填写问题清单报送县
级行业部门和县脱贫攻坚办调度。

县级部门日汇总、日调度。县攻坚
办牵头分类汇总需县级统筹解决的问题
清单，建立台账，每天召集相关部门召开
专题调度会，逐一研判后提出调度要求，
明确责任单位和解决时限，送分管联系
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审定后，以《问题
交办单》进行交办，责任单位收到问题在
规定时限内销号。对行业部门无法解决
的问题，由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进行专
题调度。

城口县扶贫办全县50名乡镇街道
党政主要领导分别担任辖区总网格长，
204名联系村（社区）领导为村级网格
长，1800余名“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
员、驻村干部、村（社区）干部为网格管理
员，实现辖区内贫困户、非贫困户网格管
理一网覆盖，确保了精准扶贫无遗漏。

张亚飞 刘茂娇 李官芮
图片由城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1月13日早上9:30
时许，城口县葛城街道
东方红社区网格员吉敏
接到反映，辖区一农家
乐有人操办“无事酒”，
聚集人数超过70人。

吉敏当即通过网格
化服务管理的微信群上
报，同时了解到操办者
是毗邻乡镇的拆迁户，
以乔迁新居名义办酒
席。很快，通过全县网
格，葛城街道联合操办
者户籍所在乡镇，赶往
现场及时劝导阻止了酒
席举办。

党建引领，城乡治
理一张网。近年来，城
口县实行“多网合一”，
将分散的治理力量、信
息平台、公共资源等进
行优化整合，打破信息
壁垒、条块分割、各自为
战等制约，通过网格化
管理方式，探索党组织
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构建起基层社会治理新
格局，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城口县贫困治理实践探索之二

干部入户解决问题干部入户解决问题

民间顺口溜禁止无事酒民间顺口溜禁止无事酒

重庆农行与华森制药合作共赢 凝聚动能促发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助推企业技术创新

并肩同行，共乘发展快车

1997年，是农行和华森友谊的起点之年。
这一年，怀揣着“为中国老百姓提供疗效

好药”梦想的华森制药从租赁荣昌废旧酿造
厂起步，条件非常简陋。当时华森制药还没
有开始大规模生产，要加大生产必须升级厂
房。而搬迁需要大笔资金，钱从哪里来？农
行重庆荣昌支行站了出来。

“那时，农行重庆荣昌支行向民营企业发
放贷款还在试行之中。”农行重庆荣昌支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实地的考察，认为华森制
药团队有产业心、愿做事、能做事、会做事，积
极给予华森制药200万元信贷资金支持。

“华森制药创业之初，农行的援手，对我
们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华森制药董事长游洪
涛说，农行重庆荣昌支行是华森制药首家建
立信贷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也是患难与共
的真心挚友。

华森制药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与期待，扎
实而迅速地迈开了发展脚步。2000年12月，
农行重庆荣昌支行又向华森制药发放固定贷
款1000万元，资金到位之后，华森制药新厂
一二期工程迅速投建，二期工程获国家经贸
委批准为“中西部优势工程”。

华森制药秉承“研制好药，健康人类”的
初心，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时候，农行始终
不离不弃地为其发展保驾护航。从2002年
到2011年，华森制药取得累累硕果，相继被
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华森医药
有限公司、被授予“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华森制药奋力前行，农行则全力相助，10年
来，发放贷款也由最初的200万元增加到1.19
亿元。

无论是华森制药扩展药品生产线，还是
后续的GMP工程；亦或是面向全国铺设营销
网络；以及华森总部搬迁到重庆主城，开启全

新发展征程……农行与华森制药相伴成长、
彼此成就，他们用不离不弃的陪伴，诠释了银
企之间真心与共、携手共进的深厚友谊。

深化合作，实现发展共赢

24年互信互助，农行和华森制药碰撞出
愈来愈多的智慧火花，双方立足实际需求，不
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了合作形式，有力延伸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真正实现了互鉴共进、互
惠共赢。

一直以来，华森制药勤耕不辍，逐梦前
行；农行也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始终开拓创
新，不断增添自身发展的内驱力，逐步加大服
务力度、合作深度、支持广度。合作伊始，农
行重庆荣昌支行迅速启动内部创新，成立信
贷部，由分管行长直管，删减和缩短中间管理
链条，设立首席客户经理，点对点服务，率先
开通“绿色通道”，只为更好地服务客户。

2013年，华森制药业务红火，往来票据量
大。农行荣昌支行为华森在全市农行首次启
用了民营企业票据池托管业务，方便、快捷、
安全处理票据业务。

2014年，华森制药获批院士专家、博士后
工作站，都梁软胶囊、甘桔冰梅片荣获“重庆
市重点新产品”，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取
得发明专利证书。农行积极开展业务创新，
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奔赴北京办理具
体手续，为华森投放了农行重庆分行第一笔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2000万元，同时首次办理
华森制药票据质押贷款，首年发放流动资金
贷款4500万元。

“农行这一举措，成功帮我们把知识变为
资产，盘活了无形资产，解决了公司发展资金

需求问题。”游洪涛表示，当时这是重庆医药
行业最高的一笔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也是农
业银行在重庆地区的首笔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成为重庆银企在知识产权方面合作的典
范。2017年，华森制药启动第五期新建GMP
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并在深交所A股成功上
市。

在华森制药发展的各个阶段，农行与华
森制药从上到下坚持坦诚相待、互通有无，双
方既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更是倾心相交
的知己。游洪涛表示，华森始终坚持把基本
账户放在农行重庆荣昌支行，始终把存款放
在农行，始终支持农行的信贷工作。此外，积
极参与农行的网上银行、票据池业务等，把双
方的合作落地开花。

勠力同心，拥抱发展机遇

正是有农业银行一路鼎力相助，华森制
药一步步累积，发展成为了一家集药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先后获得了“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健康中国品质奖”“中国专利
奖”“2019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企业百强”“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医药行业标杆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等多个荣誉，并设立了重庆市
海智工作站、重庆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目前华森制药已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肿瘤创新药开发3大平台，一是基于功能基因
组学癌症驱动基因靶点生物学筛选平台；二
是针对新靶点分子结构的药物化学设计和合
成 平 台 ；三 是 药 物 代 谢 和 药 代 动 力 学
（DMPK）研究测试平台。成功立项3大首创
靶点肿瘤创新药物，为公司创新药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自建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一体的现代化国际一流药品生产基地，
拥有药品GMP生产线22条，全面实行MES、
BMS、EMS、SCADA、DCS等人工智能系统，
这些都将为华森转型升级、智能化、高质量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将更好地夯实双
方合作的基础。

回首过往，华森制药与农行双方之所以
得到快速发展，关键是找准了合作之道。华
森制药地处成渝腹心的荣昌，又是医药行业
的龙头企业；农行是中国主要的综合性金融
服务提供商之一。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为重庆改革开放和高质
量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也为华森和农
行进一步的合作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方向。

站在新起点，谋求新发展。“十四五”时
期，农行将继续加强与华森制药在新药研发、
供应链金融、投资理财、健康医疗、智慧场景
等全方面合作，提升业务布局、文化建设、融
资服务等方面创新发展，共同让银企合作迈
上新台阶，高质量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

2021 年 1 月 4 日，农行重庆分行举办
“农”情相伴，一路芳“华”——重庆农行与华
森制药银企合作恳谈会。会上双方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农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
全刚表示，银企合作的检验标准是“同甘共
苦”、基本原则是“诚信为本”、根本目标是“互
利共赢”，诚挚希望双方携手并进，抢抓机遇，
强化战略合作、加强全面对接、加强业务创
新、深化文化交流，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努力
成为银企合作的典范，共同助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未来，农行和华森制药将更加紧密合作，
积极主动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格
局中去找准定位、抓住机遇、发挥优势、主动
作为，将医药产业打造成西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进一步增进广大群众的健康福
祉，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力
量。

何月梅 图片由华森制药提供

24 载并肩同行，跑
出成长加速度；24年携
手共进，打造发展新高
地。自 1997 年结缘以
来，农行重庆分行和华
森制药已精诚合作 24
年，伴随着华森制药一
步步成长壮大，农行金
融一直相伴助力。农行
从最初的200万元的信
贷支持到如今授信数亿
元，一路助推华森制药
从“无厂房、无产品、无
市场、无人才”小厂发展
成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深交所 A 股上市
公司；华森制药对农行
以诚相待，始终如一，用
自己的成长壮大，助推
农行的创新发展。

双方用 24 年的相
伴成长、互相成就，书写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
的合作篇章，推动华森
制药在医药产业持续高
质量发展，成功打造银
企合作的典范，齐心协
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了一份重要力量。

重庆农行与华森制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华森制药第五期新建GMP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