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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庄河市强班子、选人才、抓产业——

以党建带动脱贫精准发力补短板
本报记者 王云峰

塔岭镇棒棰沟村位于庄河市北部
山区，耕地大部分是旱坡地和沙留地，
且地表水资源缺乏，老百姓基本上是靠
天吃饭。此外，由于棒棰沟村地处水源
地保护区，工业企业等项目环保审批极
为严格，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按照
庄河市四大产业扶贫片区规划，根据棒
棰沟村的自然禀赋，在镇党委的指导
下，棒棰沟村党总支确定香菇产业发展
的总方向。为了推动香菇产业健康发
展，村党总支用上级拨付的 200 万元扶
贫资金对种植户进行冷棚补贴和菌棒

补贴，发展冷棚 102 栋，参与香菇种植
和打工的农户有150 多户。2019 年，村
党总支牵头，利用大连市水务集团帮扶
资金 130 余万元，新建 39 栋冷棚、1 个
菌棒加工厂，冷棚数量达 141 栋，实现
年新增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近 10 万元。
在香菇产业的带动下，2019年棒棰沟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4万元。

村党总支还在香菇产业上建立了特
色党支部，并由村第一书记担任党支部
书记。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种
植香菇，宣传推广产业发展，为产业流转

土地，为香菇种植户和打工返乡村民进
行技术培训。村民从种植香菇中获得了
收益，坚定了对产业发展的信心。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庄河市委、
市政府以发展优势、特色、高效产业为重
点，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市镇村三级共
同发力，多举措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通过
建立“党组织+电商+农户”“党组织+企
业+农户”“党组织+扶贫车间+农户”“科
研院所+合作社+农户”“旅游+合作社+
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

“家庭农场+农户”和“种植大户+农户”

等九大扶贫模式，搭建金融、科技、电商
和物流四大扶贫平台，推动番茄、水果、
草莓、食用菌种植四大扶贫产业快速发
展，形成“9+4+4”扶贫产业体系。

截至目前，庄河全市55个低收入村
全部落实产业扶贫项目，其中设施草莓
项目28个、设施番茄项目5个、设施食用
菌项目17个、草莓种苗繁育项目1个、设
施黄瓜制种项目3个、农家院项目8个。
产业扶贫项目占地面积超过万亩，筹建
各类设施农业棚室 3500 余栋。发放扶
贫贷款7554万元，惠及农户1605户。

低收入村全部上产业扶贫项目，市镇村同发力

5月15日中午，在大连庄河市吴炉镇榆树房
村虎东屯村民张萍家，到了饭点，她轻轻地拧开
水龙头，一边洗菜淘米，一边笑着对记者说：“驻
村工作队组长、镇妇联主席李斯琪，向庄河市妇
联申报巾帼振兴村扶持，获批扶持资金 10 万元，
利用其中2万元资金，打了一眼山泉引流井，一下
子解决了我们村 6 个屯 350 户群众饮水难的问

题。”张萍还告诉记者，榆树房村原来环境又脏又
破，也是驻村工作队带领村“两委”走遍村里的每
条街，挨家挨户宣传“五指分类法”、挥起铁锹清
理垃圾、动员说服群众“清三堆”……经过大家的
努力，榆树房村的环境卫生从全镇倒数第一上升
至全镇前列。

从一个环境脏、乱、差的落后贫困村变成如今

的美丽乡村，榆树房村的变化是庄河市在脱贫攻
坚道路上坚定前行的一个缩影。庄河市作为大连
市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县（市）之一，把抓好党建
工作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牛鼻子”，坚持精准谋
划、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全力打好脱贫攻坚的冲
刺战。截至目前，全市55个低收入村实现扶贫产
业全覆盖，其中52个低收入村已经销号。

不管是决
战决胜脱贫攻
坚，还是推进乡
村振兴，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重

要性都不言而喻。
近日，记者在一线采访时

了解到，大连庄河市把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与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从整治软
弱涣散村党组织破题，逐个摸
排建台账，找准病灶开药方，抓
准了短板，用对了办法，取得明
显成效。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得
到不同程度的转化提升，越来
越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变硬变
强，党建的引领功能得到充分
释放，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有
了充足底气和必胜信心。

贫困和软弱涣散往往相
伴而生。软弱涣散是贫困的一
个重要原因，贫困往往又加重
了软弱涣散的程度，以至于形
成一种恶性循环。基层的大量
事实表明，贫困村往往也是党
组织软弱涣散村，这些村连正
常的党建活动和党务工作都难
以开展，或者即便开展了也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结果村“两
委”班子缺思路少办法，担当不
了主心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只能是步履维艰。从软弱涣散
这个短板补起，真正找到了治
本之策。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整
顿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
题，是党中央关注的大事。《中
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
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党
委应当认真履行农村基层党建
主体责任，坚持抓乡促村，选优
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
涣散村党组织”。据2019年11
月媒体综述报道，经过4轮摸

排，我省共确定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1616个，全部落实“四个
一”整顿措施，共有1173名县
级领导、1605名乡镇领导、1616
名第一书记和1510个县直以
上单位与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结
对子，入村推动整顿建设2.5万
余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战
斗堡垒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首先要找准“病灶”。致病原因
不尽相同，是“一把手”能力不
足？还是各项制度落实不到
位？要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分
析，一类问题一类问题地研究，
分类施策、精准施治。变山变
水先变人。组织由人组成，基
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说到底是
人的问题。人，信念不坚，是为
软；能力不强，是为弱；松懈懒
惰，是为涣；离心离德，是为
散。治组织的病，根儿上看还
得从人入手。变人先变带头
人。这里，最重要的是抓住“关
键少数”。既要选优配强带头
人，也要因村精准派人，用“头
雁”强带动“群雁”强。

软弱也是一个相对概念，
整治软弱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有先进就会有后进，有强项就
会有短板，治理软弱涣散不会
一劳永逸。基层党组织处在改
革发展稳定第一线，需要不断
适应现实新变化，适应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新要求，适应动态
调整升级的新标准。这就要求
我们注意软弱涣散问题新的表
现形式，既做好预先防范，也树
立常态化意识、探索常态化机
制，确保整顿见效、成果巩固、
整体提高。如此，农村基层党
组织坚如磐石，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衔接才能真正接得
上、扣得紧。

坚如磐石才能决战有力
理 评

庄河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带头，逐村
走访摸排，建立《“村情”分析台账》205
份，清楚掌握村党组织建设情况；对所有
现任村“两委”干部“过筛子”，联审村“两
委”干部831人，清理村干部19人；确定
32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并制定“一村
一策”整顿方案，确保整顿有的放矢。

结合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成因，庄河
市配齐配准配强“4+1”包村工作队，即
每村一名市级领导包村、一名乡镇领导
联村、一名第一书记驻村、一个市直单位
结对，一个主题教育工作指导组督导，不
断充实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集中整顿工作
力量。建立了“日碰头、周调度、月督导”

工作机制，驻村第一书记每天与村“两
委”班子成员碰头掌握整顿推进情况，建
立了碰头日记；联村乡镇领导每周召开
整顿工作调度会，梳理整顿推进情况，分
析整顿工作形势，明确下一周工作重点，
建立了周调度清单；市级包保领导和结
对机关单位每半月对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整改情况进行督导督查和帮助指导，全
面掌握整改推进情况，及时对整改推进
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谈话提醒，限时整改提升，确保整顿
工作质量。

荷花山镇同巨村党总支原是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2019年4月通过选优配强

带头人，同巨村党总支书记韩圣文实现
了书记、主任“一肩挑”。韩圣文号召同
巨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扭转群众

“等靠要”思想，带领群众积极发展产业
项目，真正将党建工作深入到田间地头、
生产一线，实现富民强村。

同巨村利用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帮
扶资金新建钢架结构香菇大棚20栋，种
植香菇20万棒，由村集体承包给10户农
户经营，村集体增收6万元，实现村集体
经济“空壳村”退出目标。

韩圣文还多次召开村“两委”会议，
商讨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荒废的32个大棚
的解决办法。经与承包商积极沟通，最

后将32栋弃管大棚全部回收，流转给6
户农户经营，发展蓝莓、冬季香菇等产业
项目，预计今年可获收益80余万元。

截至目前，庄河全市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集中整顿工作已基本完成，现任村

“两委”成员学历普遍达到高中以上水
平，村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147人，
占比 71.7%，有产业发展项目的 188 人，
占比91.7%，带富能力显著提升；村干部
平均年龄52岁，60岁以下占比达73.1%；
全市133个村实现书记、主任“一肩挑”，
占比达64.8%。庄河市全面整顿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
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治软聚散出重拳，问诊把脉各村屯

着眼人才短板，庄河市大力实施带头
人工程，储备村级后备干部660余名，农村
致富带头人220余名。此外，按照省委和
大连市委统一部署，集中选派21名干部到
乡镇工作，调整34名驻村第一书记（副书
记），派驻乡镇驻村团队205个、市直扶贫
帮扶工作队55个，累计进村干部总数过千
人，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可靠人
才支撑。

庄河市徐岭镇复兴村有 20 个自然
屯，是徐岭镇最大的自然村，村民经济收

入主要靠大棚水果、陆地水果种植和养
殖业，村民们想要建造和改造设施水果
大棚，但苦于没有资金。2018年4月底，
复兴村第一书记娄栋原驻村后，根据村
民的不同需求，一项一项去落实。2018
年、2019 年为 108 户村民办理贷款 554
万元，创造效益320多万元。截至目前，
共为 130 多户村民办理贷款 800 多万
元。使用这三年的信用贷款，建草莓大
棚 80 户、蓝莓大棚 25 户、樱桃大棚 20
户、葡萄大棚8户、养鸡大棚2户。

由于贷款户家家还款及时，复兴村
2019年被中国农业银行庄河支行评为“信
用村”。成为了“信用村”，复兴村信用贷
款不再需要担保，而且贷款额度被提高，
还款期限也被放宽，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获得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村民尹福文
高兴地对记者说：“‘信用村’这个政策真
是好，现在我们复兴村的老百姓不仅在经
济上富起来，在精神上也富起来了。”

2018年以前，复兴村外出务工的村
民很多，自从有了资金支持，家家户户都

建起了大棚，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回
村子，开启了创业致富之路。

今年以来，庄河全市选派干部争取
各级产业项目发展资金6691.5万元，领
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77个，引进合作
企业 33 个，引入企业投资金额 9162 万
元，减少“空壳村”35个，化解村集体债务
190.37万元，办好事实事2456件，协调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853.43万元，实现
全市集体经济增收748.83万元，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着眼人才短板，精挑派驻力量

“针对有劳动能力而没有致富方法的
贫困户，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找产业、做
规划，按政策申请贷款等，引导他们发展
山野菜、鲜食玉米、中草药以及养殖业等
高收入、低风险的项目；对于那些常年受
病痛困扰的贫困户，我们要吃透健康扶
贫政策，帮助他们拿到免费药，领到该领
的救助金，报销该报的医疗费，做到住院
看病能免费的尽量免费，保险公司能赔
付的尽量全部赔付，减轻贫困户的医疗
压力；那些无任何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
老年人是无法进行产业帮扶的，对于这样
的贫困户，要全力帮他们去申请低保或者
五保，通过社会兜底来使他们脱贫。”

这是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
镇湾甸子村全体扶贫干部在参加“全市脱
贫攻坚培训班”后，探讨研究出来的对策。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抚顺市委
组织部牵头，联合11家脱贫攻坚工作成
员单位，于近日举办了“全市脱贫攻坚培
训班”，依托大数据信息化平台，把各级
扶贫干部连到“线上”、把课堂开在“云

端”、把学习送到“掌心”。
培训班确定了“抓党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聚焦主责主业 强化监督问责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律保
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教育资助政
策解读”“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扶贫”“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政策解读”“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政策”“补齐交通短板 助力脱贫攻
坚”“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发起最后的
冲锋”“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政策解
读”“全市健康扶贫工作培训”“兜底保障
及就业扶贫政策”等13个主题的课程。

5月14日，清原县清原镇党委第一副
书记周殿宏对记者说：“13个方面的培训
内容很丰富，让选派干部更加系统地了解
掌握脱贫攻坚的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对
指导实际工作针对性、指导性非常强。”

新抚区扶贫办工作人员郭艳玲告诉
记者，课程设置紧扣扶贫干部关注的产业
发展、医疗、教育、住建、就业等领域，回答
了“我们广大扶贫干部在基层做什么、怎

么做、如何能做好的问题。真是缺什么就
补什么，确实很‘解渴’，对我们基层扶贫
干部帮助特别大”。

培训班以“钉钉”大数据平台为支
撑，在“钉钉”平台中建立“抚顺市党员教
育中心”网络教学平台，学员只需安装注
册“钉钉”软件就可直接进入所在班级，
使用手机或电脑参加学习培训。培训班
以 PPT 课件演示结合现场讲解的方式
制作网课，在平台直播的同时依托“阿里
云”储存网课视频，学员即使没有参加直
播网课，也可以随时在群内“直播回放”
中，调取“云端”数据自主学习。

新宾满族自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王志伟对这种培训方式赞不绝口：“本
次培训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采用移动互
联技术平台和‘云端’培训模式，在线上
把全市扶贫干部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学
习时间更加灵活，方式更加便捷，有效解
决了工学矛盾，深受基层干部欢迎。”

“由于当前正值春耕，且防火、防疫也
不容有失，利用‘钉钉’回放课程，可以充

分利用碎片时间随时上课，我们基层干部
既学到了知识，又不耽误工作，今后的努
力方向也更加明晰。”抚顺县后安镇前安
村党支部书记夏晓飞的感触更为具体。

此次网络培训包括抚顺全市各乡镇
的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扶贫工作乡镇
长，县乡扶贫干部，各驻村扶贫工作队、
选派干部全体人员，各村党组织书记、村
委会主任，共计2100余名扶贫干部参与
学习，按期形成各级、各类“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思考”理论文章、调研成果近
600篇，提炼各地区发展好建议、好思路
1000余条。

“此次培训学习，让我实现了理论知
识和脱贫政策的‘双充电’。特别是‘抓
党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课程中关于‘党
建+’理念的阐述，为我们基层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
充分发挥党委统领作用，带领全镇干部
群众在人才驱动、集体示范、产业带动等
方面下苦功、下细功。”清原县红透山镇
党委书记崔京阁说。

抚顺对全市各级扶贫干部进行“云端”培训——

线上充电让脱贫攻坚方向更明本领更强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本报讯 大连市中山区
紧扣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落实
人才保障举措，建立智慧服务
平台，链接资源对接需求，切
实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推送“大礼包”，激励人才
有力度。制定出台支持中小
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的政策
措施，明确提出减免租金、贷
款贴息、补贴保费、人才公寓
减免租金入住、取消相关费用
等政策。出台《中山区人才公
寓入住管理暂行办法》，吸纳
560名人才入住人才公寓。

搭建“云平台”，服务人
才有深度。充分利用“中山云
就业”新媒体平台，举办网上
招聘会 5 次，454 家企业线上
发布招聘岗位 1914 个，线上
参与人数达2650人。创业园

利用“钉钉”直播等平台，采
用“线上视频路演+线下老师
评选”的形式组织“极速 Plus
项目路演”活动，通过网络交
流互动，共有 4 家企业办理
好营业执照，准备正式入驻
创业园区。

找准“需求点”，关爱人才
有温度。围绕“两高”人才引
进工作，深入辖区内各类企事
业单位、科研院所，了解人才
需求，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大
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大连棒棰
岛景区、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等企业为全区医疗人才捐赠

“全年免费”的关爱礼包。同
时，中山区为875名符合条件
的高校毕业生发放住房补贴
289.05万元。

钟山组

大连中山区
推出服务人才三项举措

本报讯 朝阳市充分发
挥组织部门优势，通过实行

“百家部门包乡、千名干部驻
村、万名党员联户”措施，推动
全市党员干部冲到一线，全员
会战脱贫攻坚。

百家部门包乡，聚焦产业
发展补短板。组织全市 118
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口
包扶全市118个乡镇，并向每
个乡镇选派1名副书记，在脱
贫一线全天“驻守”，专抓脱贫
攻坚任务落实，力争年内帮助
所包扶乡镇建设 1 个乡级扶
贫主导产业、每个贫困村建设
1个村级产业扶贫基地。

千名干部驻村，聚焦致富

项目促增收。朝阳市共有
740支驻村工作队，同时下派
第一书记1811名。今年年初
以来，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
已帮助乡村发展各类产业项
目800余个。

万名党员联户，聚焦解决
问题奔小康。朝阳市委组织
部出台工作方案和考评办法，
在市县乡同步组织开展“万名
机关党员干部携手贫困户奔
小康”活动，5 万名党员干部
与662个贫困村8.5万贫困户
结对子。截至目前，市县乡党
员干部普遍入户2次以上，协
调解决群众教育、医疗、住房
等问题4000多件。 朝组宣

朝阳“百千万”措施
推动党员干部奔赴脱贫一线

本报讯 盘山县围绕乡
村振兴需求，整合县域现有专
家服务团队，启动“专家服务
团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工程”，
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助力乡村
振兴。

盘山县将“专家服务团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工程”作为
2020年度县委书记重点人才
工作项目，成立以县委书记为
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
具体推进。5月14日，工程正
式启动。

全县共设立13个基层服
务小组，新筹建 11 支专家服
务团精准匹配基层产业，服务
范围覆盖全县所有村和社区，
实现农业科技知识进村、入
户，现代技术信息入脑、入心。

通过采取课堂集中教学、
对口诊断扶持、网上答疑解惑
等方式，各专家服务团深入田
间地头、生产一线，与基层群
众面对面答疑解惑、点对点服
务，受益群众达到 3000 人以
上。 冯生志

盘山县启动“专家服务团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工程”

兰店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潘军（中）在农户草莓大棚进行技术指导。 城山镇马庙村第一书记侯立行（右）帮农户销售樱桃。资料片由庄河市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