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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西峡：：统筹联动让全域党建落地开花统筹联动让全域党建落地开花

□ 胡楚强 张玮伟 张雅楠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理念塑造“新西峡”。

——“包联建促”助推乡村振兴。聚焦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发展集体经济三大任务，西峡县乡村

三级联动聚力量，全域党建工作全覆盖。县级成立

联合党委 3 个、直属联合党支部 33 个，乡镇成立联

合党委 48 个、直属联合党支部 146 个，所有行政村

跨领域、跨行业、跨层级联建共建。

——城市党建引领基层善治。按照全域党建、

全域服务的理念，西峡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双报到

双服务双评议”进行再规范、再深化、再提升。横

向，社区联合驻区单位成立 18 个党建工作部，推动

组织相加、工作相融、共驻共建；纵向，将社区（村）

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党委），将向居住地网格报到

的党员干部、离退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流入党

员、居民代表等“五类人员”，根据地缘、趣缘纳入

83 个联合党支部，推动党员共管、活动共做、资源

共享。

——全域党建撬动全域发展。该县构建“上下

联动、全域推进”的“两新”党建工作体系，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2019 年，西峡县规上工业

总产值、工业增值税、工业品出口额、工业用电量等

四项指标，均居全市第一；公众安全感在全省 157

个县（市区）中名列第一；信访量呈断崖式下降，信

访绩效全市第一，跻身全省信访工作突出单位。

…… ……

一串串沉甸甸的数据和闪光的荣誉，是西峡不

断探索实践全域党建新理念的有效注脚。西峡县委

书记周华锋感触良深,在全域党建理念指引下开展

“包联建促”“双报到双服务双评议”等工作，把全域

党建作为党建高质量的总抓手，统筹联动，分类探

索，促进各类党组织互联互动互融，推动传统党建向

立体化党建迈进，让全域党建落地开花。

丁河镇党委牢固树立全

域党建理念，以“包联建促”工

作为载体，根据猕猴桃小镇发

展现状，突出因需联建、跨域

联建，成立党建联合体，覆盖

辖区内 6个行政村、27.5平方公

里、8656名群众、294名党员，

实施“三融合三着力”，全力构

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区域化

全域党建新模式。

组织融合，着力构建应联

尽联的部门新架构。进一步

打破条块、隶属、层级限制，吸

纳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党

委、南阳市检察院党组、县发

改委党组、县猕猴桃发展办公

室党组等 2个党委、4个党组、

2个党总支、11个党支部、7个
党小组，成立猕猴桃小镇党建

联合体，围绕猕猴桃小镇区域

内重点工作，下设顺西合作专

班、脱贫攻坚专班、产业发展

专班、集体经济发展专班、文

化旅游专班等 5 个专班党支

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为大

力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

机制融合，着力健全同轴

共转的支撑新体系。着眼于

构建责任清晰、衔接配套、务

实管用的制度机制，猕猴桃小

镇党建联合体制定了《党建联

合体工作机制》《党建联合体

职责制度》《党建联合体联席

会议制度》等机制，明确需求

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

目前，共召开联席会议 3 次，

明确 5个层面 6项融合互动职

责分工，细化组织、互动、服

务、考核 4 个类别工作制度，

确保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工作融合，着力建设常态

长效的党建新格局。猕猴桃

小镇党建联合体结合专班党

支部具体职能，建立年度工

作清单，各专班党支部分领

域推进，合全力攻坚，通过

工作融合提升服务区域发展

实效。产业发展专班党支部

根据猕猴桃生产销售阶段，

按照时间节点，为本地农户

和生产合作社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全方位指导，全面提

高种植质量和销售利润。同

时新建坑塘坑坝 11 个，农家

乐、采摘园、垂钓园 20 余处，

完成 2000亩水肥一体猕猴桃

示范基地建设，区域内万亩猕

猴 桃 基 地 优 质 商 品 果 率 从

20%提升到 40%，实现了区域

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农民

富裕的和谐统一。②4

丁河镇猕猴桃小镇党建联合体

构建区域化全域党建新模式

【农村领域】
关键词：聚

始终聚焦三大任务，不搞大而全、

不搞拉郎配，努力做到集聚资源、合力

攻坚

“联合党支部整合多方力量，给力

后塘沟村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让

俺对高质量脱贫充满信心！”作为脱贫

攻坚未出列村的党支部书记李定均，

一提起全域党建，就情不自禁竖起大

拇指。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晓燕介绍

道，两个月前，由周华锋挂帅成立西坪

镇后塘沟村联合党支部，民政、交通等

22个单位一把手为支部成员，成立产

业就业、交通建设等 6个党小组，每个

小组主抓一个弱项，各显神通，向贫困

发起总攻。

后塘沟村只是西峡乡村全域党建

的一个生动写照。该县聚焦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发展集体经济等三大重点，

统筹发挥县处级领导干部、县直单位、

工业企业、外建商会等作用，因需而派，

实现 289个行政村联建共建全覆盖。

高位破题统筹联动。县委深学细

研市委要求和外地经验，从整体架构、

工作载体等方面，系统性谋划好全域

党建在西峡落实的方法路径，确保全

域党建工作一开始就往深处走、往实

处做。把“全域党建”作为“书记工

程”，县委书记任全域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组织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形成

“三级联推”的工作局面。

“三型”模式增实效。因地因村施

策，探索构建村内统筹发展型、重点工

作攻坚型、区域联合发展型三种联建

模式，确保联合党组织设置可持续、有

活力。其中，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

党委、南阳市检察院党组等 26个党组

织打破地域界限、层级壁垒，共同组建

猕猴桃小镇党建联合体，新争取项目

资金 460万元，域内万亩猕猴桃基地

优果率翻一番。

【城市领域】
关键词：融

始终聚焦共治共享，不推倒重来、

不盲目扩张，努力做到区域联动、规范

运行

短短两个月，五里桥镇葛营村北

小河畔堆放垃圾的荒地土坡，变身垃

圾中转站，还即将增添一个崭新的观

景台——带状游园。面对翻天覆地的

变化，葛营村党委第五网格党支部书

记杨占强欣慰地说：“这一切得益

于‘双报到双服务双评议’。如今，驻

网格单位每个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

议，制定问题对接清单，变被动管理为

主动高效服务。”

“城市建设到哪里，党的领导就体

现到哪里，全域党建就覆盖到哪里。”

西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樊少华说，县

里横向、纵向联合发力，城市领域组织

联建全覆盖。

激活“红色细胞”。该县针对城区

小区、巷道、市场服务上的盲区，由社

区联合党总支（党委）牵头，根据报到

的“五类人员”不同特点，组建小区、市

场、楼栋、兴趣党小组，为老、为弱、为

教、为医、为乐服务团队，联训联防和

民事调解服务队，600余人被聘为“巷

道总理”，1500 余人参与组建小区业

委会，帮助解决群众关切的烦心事

2100 余件，城市治理服务由社区“独

角戏”转变成多方参与的“大合唱”。

健全长效机制。突出务实管用、

常态长效，建立健全议事决策、组织生

活、基础保障、激励约束等制度机制。

建立联系群众制度，8000余名报到人

员就近联系 3～5 户居民，重点当好

“五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收

集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美丽环境守护

员、重点工作引领员），做到“五上门”

（生病卧床要上门看望、红白喜事要上

门帮忙、突发事件要上门了解、矛盾纠

纷要上门调解、不满情绪要上门疏

导），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群众家门

口充分发挥。

【两新领域】
关键词：引

始终聚焦引领发展，不强调齐步

走、不要求千篇一律，努力做到引领有

力、互融共促

6月 11日，仲景宛西制药联合党

委成立，周华锋任书记，下设村企合

作、银企合作、校企合作和政企服务

等 4 个专班党支部。这标志着西峡

县非公有制经济全域党建全面启动。

西峡拥有庞大的企业集群，企业

总数达 2700 余家。为使非公企业党

组织有效覆盖，该县成立了非公有制

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工委，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构建“上下联动、全域推进”

的工作体系。目前，全县非公企业党

组织达 242家，其中党委 7家。

聚力联合发展。探索龙头带建、

行业领建、集群合建等方式，推动企

业与职能部门、金融机构、科研院所、

基地农户、上下游企业等开展联建共

建。仲景宛西制药发挥龙头作用，将

工信等县直部门党组织纳入政企服务

“协调链”联合党支部，将 7个山茱萸

基地村党组织纳入村企合作“产业链”

联合党支部，将中国药科大学等院校

党组织纳入校企合作“业务链”联合党

支部，将交通银行南阳分行等党组织

纳入银企合作“互促链”联合党支部，

把药材、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发展

要素充分整合起来，既破解了企业发

展瓶颈，又带动了广大药农致富。

聚力服务社会。组织 136 家星

级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成立了全省首

支“企业家扶贫基金”，由农商行承

贷，为企业和贫困户提供金融资金支

持。眼下，已筹集企业家扶贫发展资

金 1300 万元。全县企业扶贫共覆盖

贫困户 5685 户，占享受扶贫政策贫

困户总数的 83%。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周华锋信心满满地

说，西峡县委坚持问题导向、标准导

向、效果导向，做实做细全域党建工

作，力争做出特色、树立品牌，为南阳

加快推进全域党建工作贡献更多西

峡智慧和西峡力量，为高质量建设新

时代县域治理“三起来”县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②4

仲景宛西制药党委牢固树立全

域党建理念，以企业发展为突破点，

以政治引领为贯穿线，撬动资源，联

建共建，积极创新非公企业党建实

践，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融合发

展，探索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发展新格

局。

组织引领，凝聚合力，实现“工作

链”上单位联结。探索开展多领域、

全方位党建联合，成立仲景宛西制药

联合党委，下辖 11个企业建制性党支

部和村企、银企、校企、政企 4个领域

非建制性专班党支部。村企合作专

班党支部吸纳 5个乡镇 7个山茱萸基

地村党组织，与企业中药材种植事业

部党员联合，如期帮扶全县 16个乡镇

1154户 2860名贫困人口实现产业扶

贫目标；银企合作专班党支部联合交

行南阳分行、中行西峡县支行、工行

西峡县支行、农行西峡县支行、西峡

农商银行 5个党组织负责人和企业财

务部门党员干部，发挥融资优势，优

化企业资金链，用金融助力企业发

展；校企合作专班党支部吸纳中国药

科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南阳理工

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4所大专院

校党员专家，与企业人力资源、科研

技术部门联合，解决 200名高校学子

就业问题；政企服务专班党支部吸纳

县产聚委、工信局、税务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 4个政府职能部门，落深落

实落细“放管服”改革举措，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

规范运行，激发动力，实现“产业

链”上要素整合。建立健全联合党组

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供需对接、党

员联管等工作制度，以“需求、资源、

服务”3 项清单为抓手，搭建信息平

台，畅通村企、银企、校企、政企对接

渠道，全面深入融合，推动资源共享、

服务共做、难题共解，实现共赢发展

目标。村企合作专班党支部制定投

资分红、产业扶持、就业扶持、包村帮

扶 4 大扶贫政策，年投入近 3000 万

元，力助全县 1500名贫困人员脱贫。

校企合作专班党支部依托中国中医

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南京中医药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等 3所高等院校

技术，先后在 26个村，投资 5000万元

建 20万亩的中药材山茱萸生产基地，

并与 7.5万户药农签订 30年不变的购

销协议。投资 500万元建立 8个购销

技术服务中心，从河南大学、河南中

医药大学、信阳农专等 3所院校吸收

100余名大学生，长期驻守基地，为药

农进行全方位技术指导和管理。

注重实效，释放活力，实现“服务

链”上资源共享。线上线下融合联

动，开展“专班支部供需对接日”“联

学联建主题党日”等活动，会聚基地

乡村、银行、高等院校、政府部门等 4
个领域党员骨干力量，深入推进全域

党建工作与产业链、业务链同步延

伸，推动政策、资金、人才、资源等生

产要素有效集聚。针对 5 个乡镇 23
个村的 284户山茱萸种植贫困农户，

制定“四免一提高”政策，即免费提供

种苗、化肥、农药、技术指导和高于市

场价收购，送去 12吨价值近 4万元专

用有机肥，并派出 30名专业技术员进

行精准帮扶。深入开展银企专题党

建活动 4次，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

经营运行、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等 4个
方面提供靠前服务，梳理服务企业清

单 20余项，形成亲清政商关系，全力

服务企业发展。②4

仲景宛西制药党委

当全域党建先锋 探民企发展新路

五里桥镇葛营村位于西

峡县北部，亦城亦乡，是一个

典型的城中村。近年来，随

着城市框架拉大，辖区常住

人口由原来的 4126人激增至

21800余人，7名村干部“小马

拉大车”，暴露出服务群众力

量不足、社区治理漏洞较多、

失地群众失业失控等难题。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葛营村

运用全域党建工作理念，探

索实践城中村服务管理工作

新模式。

组织联建，党员直管。横

向上，以“双报到双服务双评

议”工作为抓手，成立党建工

作部，将 10个县直单位、1个
非公企业党组织纳入联建共

建，建立议事协调、工作对接、

考核评价 3项机制，共商共管

区域大事、难事。纵向上，建

立村级党委、网格支部、区域

党小组、党员示范岗纵到底、

全覆盖的四级联动组织体系，

设立 5个网格党支部、2个非

公企业党支部，向下延伸 21个
小区党小组、9个巷道党小组、

2个市场党小组，推行报到党

员直管制度，将区域内本村党

员、报到党员、流入党员全部

纳入直管。辖区内 72个楼栋

长、58个巷道总理均由党员担

任，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

盖，消除社会治理“盲区”。

延 伸 触 角 ，夯 实 基 础 。

建立有固定场所、有党建社

工、有供需清单、有工作制

度、有专项经费“五有机制”，

做实网格。网格党支部全部

单独建立党建阵地，分配专

职党建社工，每年由村党委

拨付 10 万元运转经费，建立

网格党支部、物业公司、业主

委员会三方联动议事协调机

制，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党员激励关怀制度、评议评

价制度，将每月第一个星期

日定为主题党日活动日，建

立微信群，学习和活动内容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真正把

党员“8 小时”以外活动管起

来、督起来、严起来。

壮 大 经 济 ，促 进 就 业 。

在集体经济已达 135 万元的

基础上，按照“增加发展动

能、满足辖区服务、提供就业

机会、促进社会治理”目标，

探索通过村集体参股的形式

创办物业公司，成立党支部，

每年新增集体经济收入 20万
元，为辖区内 65 名失地失业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进一步

消除社会治理隐患，形成发

展经济惠民生、群众受益促

发展的闭环格局。预计两年

内，通过不断扩大服务区域，

拓展服务内容，物业公司将

为村集体带来超过 80万元收

入，为失地失业群众新增就

业岗位 270余个。②4

五里桥镇葛营村

坚持党建引领 实现全域提升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晓燕(左二）到猕猴桃小镇党建联合体调

研指导全域党建工作
县委书记、西坪镇后塘沟村脱贫攻坚联合党支部书记周华锋

(右二）调研指导贫困户产业扶贫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重阳镇五朵村脱贫攻坚联合党支部书记马俊

（右一）走访慰问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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