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您发现非法拉票贿选、破坏选举、干扰
换届等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请向我们纪工委反
映……”惠济区长兴路街道纪工委干部上门入户向
辖区群众讲解村（社区）“两委”换届相关纪律。

自去年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开展以
来，惠济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紧盯村（社区）
“两委”等重点人群，通过严明换届纪律、强化全程
监督、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等措施，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的换届环境，护航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选出新一届党组织书记84人。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王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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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把人民群众的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摆在首位，把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提上日程。”在花园口镇新一
届村党组织班子就职仪式后，各村
党组织书记以身作则，迅速投入到
大走访活动中。

“新班子凝聚新力量，新组织引
领新风气”。1月7日开始，按照镇党
委政府安排部署，新一届村党组织成
员结合“1+6+N”党员联系户制度，围
绕党员群众最关心关注的事、群众家
里最需要解决的事、村集体发展最需
谋划的事，以上门走访入户、街边家
常调查等形式收集村情民意。

“S312建设对我们村来说是大
好事，但是围挡立起来之后，出行

非常不方便。”花园口村党组织书
记邵丕在记录问题之后，马不停蹄
直接来到 S312道路建设指挥部沟
通协调，预留道路开口、带头组织
执勤，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畅通；石
桥村党组织书记李军强积极准备
座谈谋划会，根据走访中群众反映
集中的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计划
邀请乡土人才、返乡大学生、经商
能手和党员、群众代表共同出谋划
策；新上任的京水村党组织成员王
进在走访中，除了收集反映集中的
问题，更多的重点放在党员群众对
自身的意见建议上，为上任之后怎
么干、怎么学、怎么提升奠定坚实
基础。

根据区换届工作统一安排，花园

口镇党委政府将大走访、传帮带、谋
划会和领办“开门一件事”等4项工
作有机融合。老干部、老党员在走访
中指导，新班子在走访调查中学习，
心贴心与党员群众交流，面对面从群
众手中领办“开门一件事”，用实际行
动积极推介自己，让群众看到村党组
织班子为民服务的决心和实实在在
的努力，赢得支持和认可。

截至目前，花园口镇8个村党组
织班子成员共计走访党员、群众170
余户，直接收集问题和意见建议247
条，汇总形成台账8类，42条。35名党
组织成员每人至少认领1条任务，在
最短时间内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李山

结合村级组织换届纪
律要求，区纪委监委组织举
办了“弘扬黄河文化·讲好
廉洁故事”巡回宣讲活动，
覆盖全区 8个镇（街道），受
教育村组干部 1800 余人
次。组织开展“廉洁集中
教育月”活动，把党规党
纪、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等作为重点学习内容，
增强村组干部规矩纪律意

识、底线意识和担当服务
意识。运用户外大型电子
显示屏、宣传栏、横幅、标
语、村（社区）微信群等方
式，大力宣传换届纪律要
求。全区共张贴《惠济区
村（社区）“两委”换届纪律
“六做到、六严禁”公告》
300 余张，悬挂宣传横幅
230余条，在全区营造了风
清气正的换届氛围。

强化宣传教育 营造风清气正换届氛围

花园口镇深入开展“大走访”
用心领办“一件事”

惠济区纪委
严明换届纪律
为村级组织换届保驾护航

为确保村级换届工作
风清气正，区纪委监委把监
督贯穿村（社区）“两委”换
届全过程。充分运用“嵌入
式”“调研式”监督方式，由
班子成员带队，成立 17个
村级组织换届纪律督导组
深入村（社区）一线，对全区
8个镇（街道）、10个相关职
能部门换届工作筹备及换
届纪律执行情况开展不间
断监督检查。同时印发《惠
济区纪委监委监督落实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纪
律实施方案》，列出 16项在
村（社区）“两委”换届期间

要严厉查处，从严从重从快
处理的具体事项，为村级组
织换届标明红线、画出高压
线。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 2
个执行不力的单位主要负
责人进行约谈提醒，督促解
决问题2个。

截至目前，惠济区圆满
完成全区 84个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工作，共选出新一
届党组织书记84名，委员平
均年龄 41.8岁，大专以上学
历占比 52.1％，党组织班子
结构得到优化提升，年龄学
历实现“一降一升”标准，真
正选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

严明换届纪律 把好资格审查“前口关”

1月 2日，在花园口镇
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内，来
自八堡村的 11名支部候选
人正在集中学习党章、党
规党纪、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等内容，这是该镇纪委
加强教育学习、严明换届
纪律的一个场景。

为严明换届纪律，护
航村级组织换届，该区纪
委监委制定《关于严肃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纪律的通知》，强化警示

教育和纪律要求，坚决抵
制拉票贿选等违纪违法行
为，不断增强维护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纪律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同时组织召开
纪检监察系统村（社区）
“两委”换届意向人选资
格审查部署会。区纪委监
委开展村（社区）换届候
选人初步人选资格联审
845人，其中发现不能、不
宜人选 12人。

精准监督 选好“带头人”换出“好班子”

“电压不稳、时常断电的日子
终于要结束了。”在惠济区彩虹社
区绿洲花园三期，来社区办理用电
业务的居民向记者说。经过社区
党组织班子多方协调，使用多年临
时用电的绿洲花园三期，终于完成
了正式电路改造，用上了期盼已久
的“一户一表”。

2021 年 1 月 3 日，惠济区村
（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圆满落下
帷幕。为解决辖区群众最急迫、
最关切的实际问题，全区 84个村
（社区）新上任党组织班子迅速进
入工作状态，按照村（社区）“两
委”换届“六个一”活动要求，组织
新一届村党组织班子成员见面谈
话，讲规矩、交任务、明责任；开展
走访调研活动，联系到户、访民所
需；当好传帮带，乡镇班子和包村
干部一对一传授工作方法，帮助
年轻干部转变角色、适应岗位；举
办荣退仪式，让优秀离任干部感
受组织的关怀；召开发展谋划会，
广纳谏言、理清思路、谋划未来；
领办开门一件事，以实干赢得百
姓民心。

领办“开门一件事”
群众利益放第一

绿洲花园三期2号院、3号院共
4栋楼计 10个单元，入住 1115户共
3500余人。2014年因开发商资金
链断裂造成小区烂尾，2号院、3号
院沦为无主管楼院，水、电、气、暖
等基础设施尚未配备，居民反映
强烈。社区党支部班子换届完成
后，最让社区党支部班子牵挂的就
是绿洲花园三期无主管楼院基础
设施建设问题。

为破解小区治理之困，彩虹
社区新一届班子第一时间组织召
开新一届支部委员会议，认真商
议加快推进三期 2号院、3号院正
式电改造工程。在广泛征求小区
居民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班子成
员多次与尚隆电力公司、区供电
局协调具体电力施工方案，最终
于 2021年 1月 16日正式完成绿洲
花园 2号院、3号院“一户一表”改

造工作。
活动开展以来，全区新一届党

组织班子共认领“开门一件事”承
诺 123件，掀起了访民情、知民意、
办民事的工作热潮，赢得了群众、
党员交口称赞。

组织集体见面会
责任规矩记心间

为切实提高新一届村党组织
班子的履职能力，惠济区要求各镇
街道对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成
员开展集体见面谈话，让基层党组
织担起党建之责、发展之责、治理
之责。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召集辖
区各村（社区）新一届党组织班子
集体见面，班子成员重温入党誓
词，并就各自岗位发表演讲、畅谈
思路，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新工
作，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换届的实
效。花园口镇要求新一届党组织
书记发挥“领头雁”作用，并现场递
交承诺书，承诺在任职期间如违反
“十不能”“十不宜”条例，将主动辞
去职务。

目前，全区84个村（社区）党组
织换届工作已圆满完成，共选出党
组织委员361人，平均年龄41.8岁，
大专以上学历 188人，占比 52.1%，
35岁以下 112人，占比 31%，年龄、
学历整体得到优化。

深入开展大走访
架起干群“连心桥”

在大走访环节中，各镇街道根
据活动需要，以“群众最需要做的
事”“群众家里最需要帮助解决的
事”为主题，各村新一届党组织班
子通过上门走访入户、街边家常调
查等形式走访收集记录民情民意，
凝聚党群干群关系。花园口村新
一届班子在走访中了解到，S312道
路围挡搭建起来之后，群众出行非
常不方便。在记录问题之后，直接
来到 S312道路建设指挥部沟通协
调，预留道路开口、带头组织执勤，
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畅通。

小杜庄村党支部针对老院车
位紧张和村大门的安全问题，合理
规划停车位，设计重建小杜庄村老
院大门。粮运社区党支部迅速召
开楼院治理居民大会，初步实现南
阳路154号院居民自治。清华园社
区党支部主动联系市政相关部门
对小区进行外墙粉刷、旧楼翻新、
推进小区监控安装工作……

从推进“开门一件事”到“办好
一堆事”，目前，惠济区各村（社区）
新一届党组织正以一刻不耽搁的
状态，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以新
班子、新形象、新作为，打好“履新
第一仗”，干出新气象。
记者 蔺洋 实习生 张义 文/图

上任即奔跑 实干显担当
惠济区深入开展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班子“六个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