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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彰显新作为。

近年来，镇平县涅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高质量党建为

统领，以创新发展为基调，围绕“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服务升

级”总目标，深入实施“工业扩规增效，城建提档升级”两大战

略，突出“党的建设、社会稳定、民生事业”三项重点，牢固树立

“人争先进、事争一流、有红旗必扛、逢先进必争”的工作理念，

实现了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未必波澜壮阔，却已润物无声。涅阳街道先后荣获了省

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全

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各项事业均迈上了新台

阶。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近 年 来 ，镇 平 县 涅 阳 街 道 不 断 加 强 党 组 织 建 设 ，加 快

构建基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和服务体系，把基层治理作

为辖区治理的“底盘”：变“为民做主”为“群众自主”、变“点

上盆景”为“全域风景”、变“党政独舞”为“社会合唱”……

党建引领、全域推进，开放融合、共享共赢，基层党建

新格局成就了城市基层治理的涅阳实践。

涅阳街道党工委始终以党建工作为统领，以开

展为民服务为着力点，全面推进落实全域党建新模

式，实施区域内组织统联、阵地统建、队伍统管、资

源统用、治理统抓，构建起了城市党建新格局。

以上率下聚合力。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

队头怎么站，队尾怎么看。涅阳街道党工委领导班

子充分发挥模范示范作用，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

做给一级看。涅阳街道党工委书记辛玉建心系群

众、忠诚担当、务实重干，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

了街道工作之中，严谨的工作作风、真诚的服务态

度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尊敬和信赖；办事处主任闫

天佑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勇挑重担，把公事当成自

己家的事来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人大工委主席

姜泓，党工委副书记张雪峰、张冰等班子成员干起

工作都是“拼命三郎”，“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态，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奉献……

坚持党建放首位，立足为民服务主线，全面推

进落实全域党建。街道党工委坚持以社区党组织

为核心，以有机融合为突破口，以党建引领为贯穿

线，以全域建强为工作面，实行“社区党组织牵头、

驻区单位党组织联合、网格化管理兜底”的新型工

作模式，在各个社区组建“联合党委”、网格党支部、

网格党小组，统筹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实现了辖区

内各单位、各行各业、各区域的党建引领与资源利

用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基层

组织架构，延伸了工作领域，解决了困难问题，增强

了为民服务实效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增后

劲。涅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确

立了“工业扩规增效、微企帮扶

促强、市场组团扩容 ”的经济

发展思路，大力招商引资，先后

引进投资额 1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其中工业项目 5个，城市建

设项目 6个，地方本级财税收入

突破 2亿元大关，综合实力名列

县前茅。

全方位出击招商。依托区

位、人文等优势，实行网络招

商、节会招商、亲情招商等行之

有效的方法，以小股出击为主，

主动对接，逐一突破。保姆式服

务建设。实施“工作项目化、项

目责任化”的工作模式，为招商

引资项目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

对新进驻的项目从立项、审批到

征地、建设进行全程服务。笔者

在采访中看到，投资 24亿元的万

德隆城市广场建设项目，一期项

目已建成投入使用，二期项目已

进入基建施工。入驻产业集聚区

的工业项目，南阳邦洁厨卫项目

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两个系列

32 种产品已批量生产。山川皮

革、星港涂料、曙丰塑业、力源

热电等生产项目，也已克服疫情

影响，正在全力完成订单。近年

来，涅阳街道已协调微小企业扶

持贷款 127 家、 870 余万元，新

建精品服饰经营小市场 3处、民

俗美食街 2条，规划夜市经营场

所 4处，增加了居民收入，活跃

了市场消费，产生了经济和社会

效益。

强化责任监督，防范社会风险。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涅阳街道近千名机关、村

（社区）干部第一时间进入战斗状态，全民动

员，建起了疫情防控的一道道防线。落实网

格制，开展地毯式排查澄底，建立了人员数据

库。提前预设隔离点 3处，同时，在辖区主要

街道设卡点 22 个，在小区楼院设置防控岗

152个，设置 7个生活物资供应点，开放了 20
多个大中型生活超市。另外，涅阳街道积极

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常态化机制，严守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依托精准扶贫，推动脱贫攻坚。街道党

工委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紧盯“双基攻

坚”“脱贫人口回头看”“两貌”“志智双扶”“四

集中”等工作，严把“五关”，切实抓好档卡资

料完善工作。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通过

强化帮扶措施，实现了涅阳街道 43户 105人
的顺利脱贫。同时，涅阳街道还参与了杨营

镇杨营村等 5个村的贫困户帮扶工作，并较

好完成了帮扶任务。

创新监督方式，亮剑污染防治。围绕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涅阳街道实施了

大气污染防治、市政卫生保洁、秸秆禁烧、河

道常态化治理四位一体的工作模式，采取“强

化监管、严防死守、逐项攻坚、彻底整改”的措

施，减存量，除隐患，保安全。去年以来，共排

查燃煤 320余起，销毁煤炉 350多个，排查的

7家小散乱污企业已全部整改到位，所有建

筑工地严格了“六全”作业，拆除占用河道违

章建筑 3700余平方米，环境监测点指标低于

限定标准。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漫步涅阳街道，空气清新、绿意盎然，党建主题广场、月季

广场、玉兰广场、电力广场、康茂路游园等公益场所环境优美，

游园绿树掩映、柳枝婀娜、碧水传情、鸟语花香，尽显生态和谐

之美。

近年来，涅阳街道按照县委、县政府城市建设要求，从群众

最急最盼最忧着手，确立了“整修背街小巷、建设公益场所、健

全农贸市场、提升监管实效”的工作思路，按照“五位一体化”

的建设标准，整修背街小巷道路 217条、水冲式公厕 32座，整个

涅阳辖区道路硬化、绿化、亮化率达到了 98%以上。2019年以

来，涅阳街道高标准改造建成了东关党建主题广场、和平巷、文

韵巷、团结新村等街道。同时，对县委家属院小区、裕兴家园小

区等 20 个老旧小区进行了绿、洁、畅、亮、美等 10 项综合改

造，新建安国路农贸市场、紫金城路农贸市场等 6个农贸市场，

彻底改变了脏乱差现象。

涅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机关部门开展文明科室评选，在

干部职工中开展五好职工评选，在居民中开展“五好家庭户”

“文明门店”“文明商户”等群众性的评选活动，形成了干部是表

率，党员是旗帜，人人是形象的浓厚创建氛围。

涅阳街道把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始

终，在街道及社区显要位置悬挂宣传牌，利用居民学校、社区党

校、家长学校、文化广场等载体，对国家方针政策、日常医疗健

康知识、科普知识、法律法规进行宣讲。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所辖服务网点共同联手为辖区孤寡老人和弱势群体及妇女儿

童免费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身体检查及义务家政等服务。

坚持常态化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民法治教育和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健全了中心城区高清视频摄像头监控网

络，5个村、16个社区均高标准规范建设了“四室一厅”，落实

了法律顾问、金牌调解、法治宣传、诉讼咨询等常态化制度，社

会政治大局保持了持续稳定。组建义务治安巡防队、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雷锋连、巾帼建功服务队等 6支队伍，现在册志愿者

1000余人。

风正帆悬今又是，勇立潮头唱大风。展望未来，涅阳街道又

将踏上新征程，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驰而不息、奋发有为，奋力

书写经得起党和人民检验的恢弘壮阔的发展新答卷。②12

图文：何崎鹏 王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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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域党建格局

党旗领航 招商增劲

奠定跨越发展基石

精准施策 建管并重

▲文韵巷游园是群众

休闲的好场所

▲干净整洁的和平巷

▼文化氛围浓厚

的党建主题广场

涅阳街道领导班子在彭雪枫纪念馆重温入党

誓词，接受红色教育

涅阳街道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擂台赛

打赢“三大攻坚战”

总投资 2.58 亿元的南阳邦洁厨

卫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不 忘 初 心 勇 担 当不 忘 初 心 勇 担 当 牢 记 使 命 勤 为 民牢 记 使 命 勤 为 民
——镇平县涅阳街道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镇平县涅阳街道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镇平县委书记李显庆（前排左二）到涅阳

街道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涅阳街道党工委书记辛玉建（左三）

慰问贫困群众

▲总投

资 24 亿 元

的万德隆城

市广场项目

一期工程建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