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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抓党建、真抓实干促发
展。近年来，度假区党工委以“红帆工
程”为统揽，为加快建设国际健康旅游
岛提供组织保障。

2019年，度假区获全省基层党员
冬训工作示范街道。古竹社区书记项
目“小院党建议事会”获评市社区治理
服务创新实践项目二等奖。

发挥“头雁效应”，提升党建向心力

“火车跑得快，得靠车头带”，党员
干部是党建工作的领航灯。“党员干部
要有更高思想觉悟、更强责任担当、更
实工作作风。”在小院党课，党员干部
们聚集一堂，学习党务知识。“这样的
党员聚集讨论活动远不止一次。”度假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马山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廖举鹏介绍，日前，该
街道举办“学习红旗渠精神、做焦裕禄
式好干部”党性教育培训班，通过领导
干部带头讲、党员干部广泛讲，支部党
员自己讲方式，让内容深入人心。度
假区还培育了释疑茶室、党员点赞吧
等党教品牌。年初，第二届机关干部

“敬业实干”标兵评选结果出炉，10名
党员获评“敬业实干”标兵。

书记“晒项目”，引领发展显担
当。围绕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度假
区党工委每年确定基层党建“书记项

目”，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在文明城
市创建、疫情防控等工作中亮身份、
当先锋、树形象。截至目前，度假区
建立党工委领导班子基层党建联系
点 82个，分类建立机关、社区、直属
单位、国有企业、“两新”组织等 5类
书记党建责任清单、任务清单。今
年以来，已培育优秀基层党建“书记
项目”9个，线上开设“书记讲坛”、线
下组织观摩、考核评估，确保项目目标
如期实现。

推进“红帆工程”，提升党建凝聚力

红帆起航，党旗飘扬。度假区党
工委实施基层党建“红帆工程”,推动
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锻造“红色先锋”，强基固本激发
活力 。“敬业实干是‘谋事要实，创业
要实，做人要实’的一种诠释。”在“一
个党员一面旗，敬业实干当先锋”活动
中，廖举鹏说，机关应着力推动党建走
在前、做表率。一年来，度假区先后开
展“七心”大讨论、党员“亮身份、做承
诺”、“三看三比”大家谈、共产党员先
锋岗、效能建设示范岗创建等活动。

筑劳“红色堡垒”，细微之处见功
夫。“要继续传承红色精神。”乐山社区
第四党支部书记王予芾介绍，疫情期
间，他和支部党员们全员争当“红色管

家”，为辖区居民排忧解难。依托党建
网格化管理，建立社区党组织—小院

（楼道）党支部—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
网络，党员层层服务居民。截至目前，
共评选党员示范户 55家。古竹社区、
乐山社区获评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示范点。

驱动“红色引擎”，补足“两新”组
织“红色钙质”。如何提升企业吸引
力、激活企业内生力，增强职工归属
感、先进性？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
区探索实施党群一体化、园企联转
化、条块联动化工作机制。除建成
1200平方米生物医药园区党群公共
服务中心，成立党建“书香 e站”、青
年志愿者服务站、江苏省职工书屋、
滨湖区“妇女微家”外，还开展红船
精神之旅、高层次青年人才联谊会
等主题党日活动，营造“企业认同、
党员拥护、共建单位欢迎”局面。依
托规模骨干企业建立片区党员活动
阵地，该园区开展“我为企业建言献
策、岗位攻坚”“火红的七月”等党性教
育主题活动。

夯实队伍基石，提升党建战斗力

党建工作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
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党的建设质
量。加强党建工作队伍建设是形势之

所需、工作之所依、责任之所系。
以育为先，育出堪当重任的厚重

底气。“要让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心
有所属’‘才有所用’‘困有所解’。”外
包区党群部部长陈雪芳介绍，立足年
龄结构、文化结构、分布结构，该街道
注重选拔培养有干劲、会干事、作风正
派、有引导力的支部书记，截至目前共
培育出“五强”型书记 6名，1名书记带
头人。同时开展理论培训、“初心”讲
坛，成立“青苗”志愿服务队，常态化抓
好预备党员素质教育。目前，共开展
教育培训157人次。

以干为要，干出舍我其谁的蓬勃
锐气。“党员率先垂范，防控疫情安民
心。”迎晖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嵇正铎
说，疫情来袭，该社区火速成立党员突
击队，做好摸排登记、采集信息、测量
体温等防控工作。“党员们应坚定向党

‘红心’，永葆破题‘决心’，锁定为民
‘准心’，把党员和居民拢到一起，把思
想和力量聚在一起，以党建成效有力
推动履职、促进发展。”廖举鹏说。疫
情期间，约 1500名党员志愿者不舍昼
夜坚守一线。其中，胡正福、高粱、刘
海峰、吴晓清等高龄党员退休不退岗；
郭宇、张小星、张建平、邓新煜等多名
非公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带头捐款。

（唐嘉艺）

党建兴则事业兴，党建强则事
业强。多年来，无锡威孚马山油泵
油嘴有限公司党支部率先垂范，深
入推动企业党建谋实走深、出彩见
效。

党员干部带头示范，释放“红
旗效应”。“当工人，我自豪”“劳动
最光荣”，这是党员史晓伟常挂嘴
边的话语。23年来，他始终当好公
司先行者、带头人，先后攻关柱塞
套外径成型磨削和“以车代磨”两
项技术，减少 7道工序，节省 31个
劳动力。其中，“以车代磨”开创国
内先河，“自磨自配”为全国同行第
一。“从一点红到一片红，‘红旗效
应’逐步释放。”威孚党支部书记徐
峰说，史晓伟手把手带出 12名新
人，先后成为互研工序上的操作高

手。他还率先倡导“精一会二能三学
四”群众性学技术、练武艺、精工艺活
动，其所在车间涌现出 30余名星级
职工。

“党建不是非公有制企业的负
担，而是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助推
器，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决不能
走形变味成‘夹生饭’。”徐峰介绍，在
20余年的党建工作中，该公司始终注
重为员工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他们
归属感、向心力。该公司建造光伏车
棚解决员工车辆日晒雨淋问题；设立
220个充电位为员工电瓶车集中充
电；成立 20余个结对帮扶小组开展
关怀帮助。此外，每年党群工会还组
织对特困户、大病员工不定期走访关
怀，为有需要的员工排忧解难。

把党建工作作为非公有制企业

的自身事业来抓，才能实现党的建设
与企业发展的双赢格局。“我们经常
听取政府、客户和党员代表等多方意
见，改良产品。”徐峰说，为抓好沟通
环节，公司多次组织实地走访学习，
掌握市场动态、明确客户需求、确定
产品研发方向。多年来，威孚公司重
视质量管理工作，注重文化渗透，形
成一套系统、实用、具有企业特色的
质量管理方法。从推行 ISO9002到
IATF16949和 ISO14001，该公司贯彻

“预防为主，追求卓越，国内首选，顾
客满意”质量方针和WPS精益生产
体系，重过程、严细节、看绩效，力推
产品质量在国内同行业中居领先地
位。 （唐伟 、刘雅婷）

把党建工作“软实力”转化为公
司发展的“硬实力”，已成为无锡傲
锐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的
思维主线。该公司招揽领军人才，
重视企业文化、争当战疫先锋，为非
公企业发展注入强大“红色脉动”。

主动担当猎头，打造高配置团
队。“人才是最核心的生产力、竞争
力。”傲锐东源党支部书记卓越介
绍，该公司先后引进多名外籍专家
及本地制药人才，组建国际化研发、
质量和生产管理团队，团队入选东
方硅谷创新企业团队。其中，省双
创人才 3人，太湖人才、滨湖之光人
才 1人。团队开发的部分高特异性
抗体，还将成为助力癌症精准诊断
的工具。“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
战斗力和凝聚力；哪里党建工作抓

得实抓得深，哪里就有纯洁生态和
蓬勃朝气。”卓越说，公司党支部坚
持党员骨干与科研能手双向培养，
梯度推进人才开发，先后向董事会
推荐中层干部30多名。

“公司举办的活动改变了我对
同事的看法。”员工小张表示，内向
的他原本与同事沟通不多，但在一
次户外团队拓展训练中，大家分工
合作，共同解决难题的经历增进了
同事间了解。“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
富，我们会以务实的工作让他们感
受傲锐之家的温暖。”卓越说，党建
活动有没有取得成效，要通过企业
发展实效和员工利益维护来衡量。
该公司先后组织相亲交友、帮扶困
难职工、团队精神建设等活动，提升
员工归属感。

疫情防控中，该公司党支部不但
在企业外围筑起红色防线，还在车间
里树起红色旗帜，成为复工复产的中
流砥柱。“公司第一时间复工复产，在
那之前，党员们已率先到岗到位，做
好大量准备工作。”党支部副书记叶
露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傲锐东
源迅速做好相关药品调集准备工作。
部分一线生产员工结束假期提前上
班，助力公司将抗击疫情药品驰援疫
情高风险地区。“我们是医药企业，也
是马山非公企业党建的一面旗帜，因
此要攻坚克难、加快生产，当好防疫

‘后勤兵’。”叶露表示，为确保医疗物
资供应及时到位，即使形势复杂、难
度很大，但公司依旧选择提前复产，
并在党员模范带动下，顺利度过困难
时期。 （许文杰、唐嘉艺）

本报讯 声 声 问 候 暖 人
心，句句嘱托传深情。近日，马
山住保房管所党支部开展“情
暖端午，粽香传情”活动。党员
志愿者们为辖区困难家庭和防
疫志愿者们送去粽子、咸鸭蛋

等物品。
“最近下雨天多，房屋有无

漏水渗水现象？”活动中，党员
志愿者们仔细询问居民生活情
况，并主动为他们查看生活设
施。发现水龙头老化、阀门漏
水后，志愿者们现场更换。“看
我们腿脚不便，他们还帮我们
整理屋子，打扫卫生。”老党员
为党支部志愿者耐心细心的服
务点赞道。

马山住保房管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定期走访慰问辖区老
党员、困难家庭，是该所党支部
志愿者长期开展的工作。下阶
段，该所将继续传承红色精神，
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送
上党组织关爱。 （王晨昊）

房管所：传承红色精神，送上组织关爱

本报讯 城市管理要像绣
花一样精细，怎样打开新思路、
拓展新实践？6月 19日，马山
街道城管中队以党建活动为契
机，组织 10余名党员赴泰康社
区参观交流，学习了解城市精
细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干 净 的 道 路 、有 序 排 放
的路牌、科学高效的运作模
式……当天，城管队员们来到
大丁佳苑小区，实地参观该小
区市容问题整改措施市场化运
作成果。“监控里可以看到哪几
个方位？”“如果有些居民不配
合，怎么办？”活动中，学员们就
各类城市环境问题整治方法积
极提问，并耐心听取荣巷街道
城管队员的经验介绍。随后，

学习组前往怡庭物业公司参
观，并就乐山社区如何正确引
入第三方物业管理的话题进行
探讨。

“怡庭物业是一家有丰富
社区管理经验的公司，工作人
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常见的

‘疑难杂症’及‘药方’，通过现
场学习、经验交流、对比差距，
党建责任也得到层层压实。”学
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党建交流
活动助推大家创新思路，他们
会带着“药方”回去交流。下阶
段，将在自身工作岗位上不断
补齐短板、强化保障、拓宽思
维，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

（张凌鹏）

本报讯 “这么热的天，你
们一户一户上门登记，实在太
贴心了。”日前，居民陈弘为乐
山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的辅助
器具适配入户评估工作点赞。

“陈老伯，今天康复医生给
您评估申请是不锈钢四脚拐，
您的残疾证我拿去社区复印，
稍后我把申请材料表格给您带
来签字，再帮您申请好。”乐山
社区党委副书记鲁婷一边收好
残疾证，一边告知其辅助器具
使用注意事项。该社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陈弘今年 71岁，家
住五楼，因中风导致肢体四级
残疾而上楼不便。社区工作人
员在去年残疾人数据动态更新
入户走访中发现陈老伯用的四

脚拐损坏，便记下老人需求。
今年辅助器具适配摸底工作之
初，社区为其报名。“考虑到老
年人性子急，因此我们要提前
为老人做好申请材料，让他安
心在家等拐杖‘主动上门’寻找
主人。”鲁婷说，辅助器具切实
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生活便利，
方便他们参与社会活动。

今年以来，乐山社区党支
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贫困残疾
人家中，开展入户摸底和评估适
配，全面了解他们需求，并针对
不同类别残疾人，制定“私人订
制”方案。截至目前，该社区已
完成8名残疾人入户评估工作，
下阶段，将为他们申请器具，提
供上门配送服务。 （李晶）

乐山社区：辅具进家庭，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近日，群丰社区
未雨绸缪采取各项措施，开启

“防汛”模式。特别是支部党员
全员参与，坚守一线，担负起责
任，让防汛工作更有底气。

“王大爷，今晚可能有暴
雨，您买完菜赶紧回去。”排查
中，工作人员除向辖区居民宣
传防汛常识，提醒他们注意安
全外，还将发现的安全隐患及
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我们重
点排查平房、不稳墙体、老树
及低洼路段等。”该社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了在灾情到来
时能做到及时处置、及时救
援，该社区提前准备好抽水泵
及沙袋。此外，社区所有工作
人员保持手机 24小时畅通，
密切关注汛情、天气预警信
息，确保发现汛情险情能迅速
到场排险救援。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社区
已向辖区居民提供防汛小分队
联系电话，如遇紧急情况，居民
可随时向社区求援并撤离至社
区安全场所避难。 （陈聪）

群丰社区：党员全员参与，防汛更有底气

“红帆领航”夯实“战斗堡垒”
度假区持续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城管队员学经验 补齐短板强技能

傲锐东源：党建为非公企业发展注入“红色脉动”

威望于品质 孚信于用户
党建工作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引导党员干部服务中
心、岗位建功，度假区组织党员
前往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开
展党性教育。

外包区党支部开展“不忘
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攀新高”
党性教育活动。

度假区在主题教育期间开展全体机关干部度假区在主题教育期间开展全体机关干部““同升国旗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唱国歌””活动活动。。

度假区（马山街道）开展第
二届“敬业实干标兵”评选，引导
机关党员敬业实干、创先争优。

乐山社区“乐享”党建联盟组
织党员为与新中国同龄老人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