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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四个
“有形化”提升党建显示度
正兴街道结合实际大力推进基层党建有形化建设

天府新区海关
关企座谈解读“改革红利”

打造6
打造
6 个党
建示范型阵地 ，
建示范型阵地，
开展各种主题
活动，
活动
，创立自己
的 党 建 品 牌
…… 今 年 正 兴
街道从顶层设
计 、阵 地 建 设 、
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
、品牌
建设四个方面
入手，
入手
，结合正兴
实际，
实际
，大力推进
基层党建有形
化建设，
化建设
，努力提
升党建显示度，
升党建显示度
，
让党员干部和
群众都明明白
白地知道，
白地知道
，党建
到底怎么做，
到底怎么做
，做
什么。
什么
。

正兴街道云顶党总支党员干部签订
“微腐败”
承诺书

营造良好氛围 顶层设计、阵地建设有形化
在正兴街道广东街306号，
沿楼梯上三楼，
投
资200余万元的苏码头党建展厅已经初具雏形。
这里，你会经过一个时光隧道：一边是属于苏码
头过去的红色记忆。
苏码头战斗、
冯家院子、
夏正
寅公馆，每一个“记忆”都有详细的介绍，带你回
顾历史。
一边是
“正兴蝶变”
，
属于正兴的现在，
兴
隆湖、
天府大道、
锦江生态带、
官塘新村……每一
处都展示了正兴日新月异的变化。
苏码头党建展示厅占地500余平米，分时
光隧道、党建展厅、办公区域三个板块，内设
市民学习、志愿者服务站、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中心、图书阅览室等功能区。
“ 苏码头是红色
根据地，又是自古以来的水码头，这里是一个
具有苏码头特色的党建活动阵地。”苏码头社
区相关负责人说。

苏码头党建展厅的建设，是正兴街道今年
重点打造的党建项目，也是正兴街道推动阵地
建设有形化的措施之一。为了营造良好氛围，打
造有特色、有亮点的党建活动阵地，正兴街道因
地制宜，将阵地建设归为合格型和示范型两大
类，分别制定标准，分类提升。目前，街道共确立
了大安桥、火石岩、社会组织联合支部等6个示
范型阵地，并突出重点打造亮点。今年，正兴结
合城市改造，把苏码头党建展厅建设、丽园党建
主题示范街建设作为重点打造的党建项目来推
动，运用声、光、电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展示党
的历史和党建成果。目前，投资200余万元的苏
码头党建展厅建设即将竣工，投资900万元的丽
园党建主题示范街即将开工建设。通过阵地建
设的有形化，实现了让党员接受教育，让群众了

解党史的双赢局面。
同时，正兴街道还将顶层设计有形化，明确
目标任务。一是确立一个目标，构建“四梁八柱”
党建体系。今年，正兴将全面从严治党与正兴实
际结合，着眼于提升街道党建整体水平和巩固
近年来的党建成果，以强化思想、组织、队伍、阵
地四大建设为重点，以八大创新活动为抓手，确
立了构建“四梁八柱”党建体系的党建工作目
标。二是强化三大保障，组织保障、经费保障、制
度保障。街道成立了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
党建工作专项经费，建立健全了联系服务群众、
党费收缴、党员教育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
通过顶层设计的有形化，让各级党组织明
白了基层党建抓什么、怎么抓、抓出什么效果。

贴近群众需求 主题活动有形化
8月22日下午，正兴街道大安桥社区秦皇苑
图书馆，59岁的袁明一丝不苟地整理着图书，整
理完了后，又将图书馆的地扫了一遍。袁明的手
臂上戴着一块鲜红的臂章，
“党员志愿者”五个
字非常显眼。做完了清洁，袁明来到大安桥社区
办公室，拿出一本“存折”，社区工作人员在“存
折”的一页上签了名。这本存折，其实是“大安桥
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储户一本通”。在袁明的这
本存折上，详细记录了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从事了什么义工活动以及做义工的时长。
今年，正兴街道建立了23个党员服务志愿
队、1108名党员志愿者数据库，要求每名党员全
年参加志愿服务不低于50个小时，按党员“积
分·创星”工作方案严格量化考核。正兴街道还
统一制作了《党员积分登记表》，党（总）支部建
立积分记录台账，党员建立积分卡，人手一册，

实行月度计分，半年评分，年度奖惩。党员何不
合格，
考核有了硬指标。
除了成立党员服务志愿队，从今年三月开
始，正兴街道为了深化“百名干部进万家”活
动，将每个双周的周三下午定为群众走访日，
在走访日的下午，除了留下必要的工作人员在
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有干部都必须走访群
众，进到每一户居民家中，和他们聊天，了解他
们的诉求，并要求填写《民情日记本》，详细记
录 走 访 的 情 况 和 收 集 的 问 题 ，做 到“ 五 个 知
道”，即知道联系户家庭情况、联系方式、收入
情况、困难情况和基本诉求，做到“一户一页”。
每个季度，还要召开一次“坝坝会”，做到“群众
有问题，
想方设法来解决”。
“百名干部进万家”、
“ 党员义工日”、
“党
员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都是正兴街道为

了贴近群众需求，将党建主题活动有形化。街
道辖区内的每个社区党总支还结合每个社区
的实际情况，对各种主题活动进一步细化，更
加贴近群众需求。凉风顶党总支通过微信平
台，成立“党员帮帮团”，群众的诉求只需发布
在微信群，党员就会主动去认领，协助解决；
钓鱼嘴社区针对益州大道改道群众对租地政
策不理解，成立党员政策宣讲队，入户进行政
策解释，推进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新安置的
丽园小区党总支针对小区融合度差组建“知
心大妈服务队”，活跃在小区各个角落释疑解
惑，进一步融洽了邻里关系。通过主题活动的
有形化，让党员长期接受教育，群众长久得到
实惠，实现了各个领域都有党的声音，各种急
难险重任务面前都有党员身影，进一步密切
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支部一特色 品牌建设有形化
不仅如此，正兴街道还将品牌建设有形化，
转化党建成果。
将党建品牌建设与街道重点工作
相结合，
强化
“一支部一特色”
，
探索项目管理，
培
育党建品牌。
大安桥社区党总支结合两学一做制
度化常态化，创建了“3210”党建工作法，云顶党
总支结合党建+，创建了党建+和美文化党建品

牌，
官塘村党总支结合美丽新村建设，
创建了
“党
建引领、产业兴村、新风育人、村美民富”党建品
牌。
截至6月，
各党组织已上报党建特色创新项目
25个，
包含创新探索型、
典型示范型、
制度推广型
等类别，
项目质量有跨度、
有高度、
有亮度。
下一步，正兴街道将结合微党校建设，进一

步强化党员教育管理，提升能力素质；结合文创
小镇建设，进一步强化“两新”党建，实现两个提
升；结合示范点建设，进一步加强典型配树，强
化典型示范带动；结合党建责任落实，进一步强
化党建绩效问责，
提升服务水平质量。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成都天投集团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阵地建设

精准着力打造
“八有”微党校

天府之声记
者日前获悉，
者日前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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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
进
“两学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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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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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联合天投开
党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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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司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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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
，充分
利用天府新区成
都科学城的天府
菁蓉中心A
菁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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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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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造、
地打造
、制度规
范、
设施设备等八
个方面精准着力，
个方面精准着力
，
用心打造
“八有
八有”
”
红色空间。
红色空间
。

据悉，所谓“八有”微党校：一
是打造“线上学习园地”，室内配置
有电脑、电视、投影机、音响、话筒、
耳麦等设施设备，并能够流畅使用
“共产党员”网站微信、
“天府先锋”
全媒体平台、
“蓉城先锋·党员e家”
虚拟党校平台，确保党员同志能够
灵活的参与线上学习，丰富教学方
式。二是打造“线下培训基地”，作
为“三会一课”、专题会议等线下学
习平台，为党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
环境。三是打造“红色学习园地”，
设立读书阅览区，配置党史、理论
知识、专业技术、管理等各类书籍，
为员工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料。四
是打造“实训基地”，通过完善实训
基地培训制度，规范实体培训流
程，让党员更好地参与课程。五是
打造“交流学习中心”，整体色调的
搭配、精心设计的桌凳、优美的环
境，并配备了咖啡等饮品，为党员

提供一个舒适轻松的学习交流环
境。六是打造专业师资队伍，从公
司各级党组织党务工作者、各部门
业务骨干等群体中选拔师资骨干
队伍；同时，面向知名高校、培训机
构聘请一批专家学者、优秀师资作
为兼职教师。七是建立规范管理制
度，制定了《微党校干部培训管理
办法》、
《考勤考核》、
《学员管理制
度》并上墙，同时有针对性的制定
了《教学计划》，有计划有安排的实
施课程，充分调动微党校讲师和学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进
一步增强“微党校”效果。八是创新
五种教学方式，围绕教学目的灵活
采用讲授式、互动式、案例式、模拟
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提
升微党校办学成效。
成都天投集团党委表示，将进
一步拓展党员教育培训的深度和
广度，建立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

传 达 政 令

/

成都天投集团天科创造产业基地党群服务活动中心
“一线行”
活动
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全面实现教
学有地方、学员有兴趣、知识有实
践、队伍有活力“四有”教学目标，

宣 传 政 策

/

指 导 工 作

/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服 务 民 生

25日，天府新区海关以“深化海
关改革、创新监管服务”为主题，召集
30余家企业和报关单位举行关企座
谈会，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关政策进行解读。同时，天府新区
海关就区外加工贸易创新改革措施、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相关政策以及
海关AEO企业认证制度进行宣讲，并
对企业在区外加工贸易和实际通关
过程中的疑问逐一解答。
会上，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国际
合作和投资服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天府新区板块
相关建设情况，并对天府新区科技创
新、总部经济、会展经济三大助推产
业进行了简要阐述。
天府新区海关负责人黄茜表示，
此次座谈会通过政策宣讲的形式，旨
在让企业充分了解海关重大改革举
措，从而能够规范守法，尽享改革红
利；天府新区海关也将结合新区实
际，主动研究情况和政策，进一步提
高监管服务效能，打造天府新区良好
的通关软环境，增强软实力，与政府、
企业合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实现良
性互动和多方共赢。
聂蔚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剑南大道南段
8月20日起主道禁行货车
天府之声记者日前从天府新区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获悉，为提高剑
南大道的通行效率，保障道路交通
有序、安全与畅通，有效发挥城市主
干道的交通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从2017年8月20日起，剑南大道南段
（天府五街-武汉路）的交通组织调
整如下：
（一）剑南大道南段（天府五街武汉路）主道禁止货运汽车通行。
（二）剑南大道南段（天府五街武汉路）辅道货车限速由现状50公
里/小时调整为40公里/小时，货车以
外的其它车辆限速值不变。
此外，剑南大道南段（天府五街武汉路）进出城辅道因地铁5号线施
工临时封闭，施工期间，允许货运汽
车借用剑南大道南段主道及下穿隧
道主道通行，通行范围仅限于施工区
域主道及下穿隧道前后最近的进出
口之间路段。
同时，民警提醒，对违反该通告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
处罚。
何若鸿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合江街道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做好政务服务工作
天府之声记者日前从合江街道
获悉，
通过
“沉下去”
、了解群众所需，
“跑起来”
、让群众办事方便快捷，
“延
出去”、全方位服务群众等多方面工
作，
合江街道积极做好服务群众
“最后
一公里”
政务服务工作，
并采取公开内
容广覆盖、
办理过程全透明、
信息公开
重时效、
公开形式多途径等多项举措，
力促政府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合江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沉到基层和群
众中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实
际情况，找准问题的症结，真正了解
群众的需求，从而改进工作。变“群众
跑”为“工作人员”跑，对于材料齐全、
马上现场办理的“立即办”，对承诺服
务时限的要“限时办”，对不需要本人
到场的要全程“代理办”。同时，积极
开展工作日中午、周末延时服务，电
话预约服务，定时集中服务等便民服
务，让群众享受“全天候、全方位、零
距离”
的优质服务。
另悉，除定期公布政务及动态信
息情况外，合江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还
将重大事项的决策情况等事项也纳
入公开内容，实现党内监督与群众监
督相结合。在政务服务办理过程中，
由以往只公开办事结果向事前、事
中、事后办理过程转变，将办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或具体措施予以公开，
实现群众对重大事项办理全程监督。
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
及计生、土地等重大事务的处理情况
及时予以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的监
督。并充分利用固定公开栏、LED显
示屏的定点宣传功能，积极拓展网络
平台、微博微信、村务广播、公开宣传
单、政务服务手册等多种宣传途径，
做到公开内容广传播、全知晓。
叶新颖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