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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党建联合体，绘出发展“同心

圆”。

依据全域融合、问题导向、务求实效

等原则，太山庙乡不断对全域党建进行

完善和提升。

因需而建、因需而联。该乡按照“供

需缘”，促使村党支部与域外有资源优势

的党组织成功“联姻”，实现“支部+支部”

的“并联”，建立党建联合体，起到了“1+
1＞2”的效应，实现了党建联合体内信息

和资源共享、组织和发展共商、经验和教

训共勉、管理和资源要素互动的生动局

面。

立足区域谋事，借助邻村成事。太

山庙乡将 19个行政村划分为 5个片区，

建立村村联建联合党组织，实现以强村

带弱村、“名支书”带“弱支书”的连片推

进、同步提升，解决了发展不平衡问题。

九里山村地处深山、信息闭塞，年轻人多

外出打工，产业单一，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艰苦。通过安庄村片区联合党支部共

商，两个村联合建起了香菇生产基地、蝎

子养殖基地，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发

展林下柴鸡散养，带动吸纳群众向产业

靠拢，消除了产业空白村，村集体经济达

到 5万元以上。

发展光伏产业、推进国储林项目，土

地流转是关键。在过去，要流转 1万多亩

土地靠各村“单打独斗”两年也完不成，

矛盾还很多。村村联建联合党组织成立

后，各村经验共享、政策传导一致、矛盾

化解同担。联合党支部书记可以名正言

顺直接“插手”其他村工作，弥补了村级

自治功能的短板。这两项土地流转工作

都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完成，得到了上级

领导肯定，也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

识到了非建制性联合党组织在难点、重

点工作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党建联合体，跨域结“亲戚”。太山

庙乡把有项目需求的村、有技术需求的

村，与有项目有资源有技术的域外单位

党组织，通过“支部+支部”建立党建联合

体，使村级组织与过去“高攀不上”的上

级部门、科研院校成了“亲戚”，日常互

动、工作汇报成为常态，支部与支部不再

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命

运共同体。

作为南召县库区移民大乡，19个村

党支部中有 15个与县移民局党组织建立

党建联合体，定期召开项目供需座谈会，

两年争取移民资金 2000多万元，建成了

4个新村部和 5个文化广场，修建 5公里

的通村公路，建设扶贫车间 5个、蔬菜大

棚 40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使该乡

产业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冯庄村、

罗汉村通过县蚕业中心协调，与省蚕业

科学研究院“并联”，由省蚕业科学研究

院提供桑蚕种、桑苗，带动 20多户群众养

蚕受益。

雅民农牧有限公司的赵昭，发挥全

国人大代表的“人缘人脉”优势，与南阳

理工学院、市农科所、市九三学社共建，

吸引技术人员加入党建联合体，构建了

全县独一无二、以养殖业为主的循环农

业生产模式，实现了从秸秆到粪污的无

害化全利用，带动有机农业种植、加工，

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牛粪发酵种

植双孢菇、蚯蚓养殖等产业发展，形成了

综合效益，改变了单一养殖生产效益不

好、污染环境的窘境。

星光不问奋进者，时代不负赶路人。

随着全域党建扎实推进，如今的太

山庙乡党组织之间有了相同的事业、共

同的话题、共商的事宜，办成了许多过去

不敢想、办不了的难事，基层党组织“党

味”更浓了、“腰杆”更直了、底气更足

了。党员更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越来

越多的群众从“站着看”到“跟着干”，再

到“一起来”，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推

动乡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红色引擎”。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脱贫不

是目的，小康才是目标。我们将继续擦

亮全域党建这块金字招牌，注重发展互

联、关注区位相邻，让各方‘形合’更‘心

合’，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为乡亲谋

幸福、为乡村谋振兴。”展望未来，秦性松

信心满怀。②4

党建联合体绘出发展同心圆

太山庙乡位于南召县东南部，面积 133 平方公里，人口 3.8 万

人，19个行政村，紧邻鸭河口水库，是南召县库区“移民大乡”。

过去，这里乡域经济、农村基层组织薄弱,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在全县相对落后，信访问题比较突出；如今，19 个村级阵地建设

和文化服务设施全部达标，新建村部 8 个，新建文化广场 21 个、乡

村便民服务中心 20 个。2018 年，村“两委”换届后，村干部年龄结

构适当，充满朝气、富有活力。2019 年，9 个重点贫困村全部出列，

脱贫 866 户 2192 人。全乡社会大局稳定，实现群众无县以上信访，

荣获南阳市“信访四无乡镇”荣誉称号。

如今，这里成了一片投资兴业的热土——到 2019 年底，引进

建设 100 兆瓦农光互补扶贫电站 1 座，投资 6.5 亿元，带动全县

4000 户群众分红收益，税收达到 2000 万元以上。引进投资 3.2 亿

元的废旧弹药拆分销毁利用技改项目，预计年税收达到 2000 万

元。两年完成耕地占补平衡项目 6000 亩，净收益 4 个亿以上。财

政税收由 2017 年的 560 万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925 万元，项目建设

连续两年获得县级先进单位称号。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

从落后到领先的完美逆袭，南召县太山庙乡靠的是什么？

“用好、用实、用活全域党建这把‘金钥匙’。”太山庙乡党委书记

秦性松给出了答案，“我们积极构建‘大党建’引领格局，紧扣培育产

业、安置就业等重点，采取组织联建、产业联推、服务联动，资源共

享、党员共管、活动共办的办法，把有关联的党组织或党员联合起

来，建立非建制性党组织，建强脱贫攻坚一线‘党建链’，形成全领域

统筹、全覆盖推进、全方位引领的‘全域党建’积极探索和实践。”

□高 波 胡 青 杨 磊 秦振鹏 吕 桢 文/图

2018年，太山庙乡新的党委班子在决战脱贫攻坚中，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产业发展、精准脱贫等

方面探索推进全域党建。特别是今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战中，太山庙乡开展“举党旗，战一线，亮党徽，当先锋”活动，对

全域党建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2020年 1月 31日，太山庙乡曹店村出现南召县首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群众焦虑不安。在南召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太山庙乡党委迅速行动，立即成立了曹

店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力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

当时，曹店村不仅进驻着乡、村党员干部，还有来自全县公

安、卫生等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2月 3日，为适应新形势、新变

化，南召县在曹店村成立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秦性松任临时党

支部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公安局局长等纳入临时党支部，接

受统一领导。临时党支部的成立，整合了县乡村党员干部力量，

统一调度防控工作，有事不用再层层传达，不用跨部门协调，使得

决策效率更高，执行更有力。

“把临时党支部建在抗疫一线，让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

了‘魂’，让一线党员有了‘家’，让广大人民群众吃了‘定心丸’，确保

全乡抗疫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陈阳表示。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堡垒无

言，却能凝聚强大力量；旗帜无声，却能鼓舞磅礴斗志。曹店村疫

情防控临时党支部的成立，把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建在工作最前

沿，广大党员亮出身份、冲锋在前，做到关键环节有组织把关，关

键时刻党员先上，鲜艳的党旗始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迅速控制疫情，防止了疫情蔓延。

疫情防控临时党组织所取得的成效，在全市全域党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南召试点后，使太山庙乡党委一班人坚定了推进全域

党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加大了实践和探索的力度。

太山庙乡统筹产业、区域、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按照不限数

量、不设界限、因需而联、动态调整的原则，灵活采取“支部+支部”

“支部+企业（合作社）”“支部+基地”“支部+电商”等多种形式，成立

非建制性联合党组织，吸收乡域内外的人员广泛参与。同时，注

重发挥涉农龙头企业、经济组织中的党员、无职党员、企业党员

和愿意向党组织靠拢的非党人员的作用，引领产业链上各种要

素的联动、工作链上各个单位的互促、服务链上各类资源的共

享，使党建引领的“一马当先”发展成为党建与脱贫攻坚同频共

振的“万马奔腾”。

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

实现富民强乡，产业是关键。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凝心聚力乡

村振兴的进程中，太山庙乡把党支部建

在产业链上，以党建引领、催生产业大发

展。

乡党委、乡政府始终坚持产业发展

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党建作用

就发挥到哪里，用“党建链”连接“产业

链”。

按照“业缘”，该乡把同一行业、不同

区域、不同层级、不同身份的党员团结起

来，成立联合党支部，乡里主抓该行业的

乡科级领导任联合党支部党建指导员，

发挥日常联络人、协调人、召集人的作

用，联合党组织对产业发展引领不号召、

指导不指挥、服务不越位。

目前，该乡脱贫攻坚联合党总支采

取“5+N”模式，成立种植业、养殖业、外出

务工、域内就业、兜底保障 5个专项联合

党组织；结合本乡特色产业和重点工作

成立 3个联合党支部；村级根据产业、就

业、兜底保障等情况，采取村与村联合方

式，建立 5个联合党支部。

在产业链上建党组织，党员作用发

挥是关键。联合党组织把支部中的党员

进行分类管理，并把行业中的骨干力量

作为向党组织靠拢的对象进行培养，最大

限度提高党员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和决策

权，由党员主导产业发展，促使产业做大

做强，形成强势带动，助力脱贫攻坚，为乡

村振兴奠定产业振兴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赵昭和她共产党员身

份的丈夫张华是全乡第一个创办养牛合

作社的人，是第一个把全乡养殖大户团

结起来建立养殖协会的人。养殖业也是

该乡第一个建立联合党支部的行业，目

前，参加养殖业协会的新型经济组织达

到 12个，参与其中的党员达 28人，包括

养殖大户所在的村级组织党员、行业内

的从业党员、域外科研院校技术人员党

员和县直农业部门的党员干部，涵盖了

养牛、养猪、养羊、养蚕和特种行业养殖

几个大类。其中有党员身份的群众领办

经营主体和合作社 8 个，带动贫困群众

200 多户，引领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主创

业，实现脱贫 27户。

食用菌产业是太山庙乡从无到有、

从有到大的产业。眼看 3万亩的柞坡资

源，通过林业部门“修枝抚育”项目修剪

后白白浪费，眼看着其他乡镇香菇产业

发展红红火火，太山庙乡下决心大力发

展食用菌产业。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牵头成立食用菌产业联合党支部，以太

山庙村为主，吸纳北部山区 7 个村党支

部书记、县食用菌专班领导和域外聘请

的党员身份技术员加入其中。通过两年

的测风、测温和论证评估，2019年争取资

金建起了 20个香菇种植标准化大棚，目

前已上架菌棒 20万袋。通过“党建+”模
式，与县林业局、县移民局的党组织实现

“并联”，争取移民资金，加上自筹资金建

设年产 150万袋香菇菌棒厂。目前该项

目已经立项，正在设计规划中。争取县

林业局支持，建立南召县森源林业开发

有限公司太山庙分公司，流转 7 个村的

柞坡 2 万亩，解决菌棒原料问题。随着

产业发展和个体经营主体的形成，又进

一步吸纳从业人员中党员加入联合党支

部，在今年年底形成食用菌原料、制棒、

生产和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成立光伏产业、中药材种植、国储林

项目联合党组织，其中国储林项目涵盖 9
个村，仅 2018年到 2019年，已流转土地

5000亩，种植油松、红梨等 3000亩，实现

群众土地流转、入园务工和林下种植三

重收益，社会效益得到极大发挥。

光伏产业联合党支部在 2018 年到

2019年流转荒山 4200亩，又通过联合党

支部内部协商，由光伏公司将光伏下闲

置土地“零地价”二次回转到村级合作社

进行农业种植。目前，已经种植连翘、油

牡丹、芍药等中药材和艾草 1200 亩，实

现了土地流转、光伏和中药材种植务工、

光伏下农业种植收益分红多重收益。

党建链连接产业链

太山庙乡食用菌大棚太山庙乡食用菌大棚

太山庙乡光伏太阳能扶贫项目太山庙乡光伏太阳能扶贫项目

太山庙乡雅民农牧养殖基地太山庙乡雅民农牧养殖基地

太山庙乡芦笋种植基地太山庙乡芦笋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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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山庙乡党委书记秦性松(左一)调研村基础设施建设 太山庙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陈阳(左二）走访梁沟村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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