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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城市党构建城市党群群““同心圆同心圆””
——宁波城市基层层党建工作侧记党建工作侧记

编者按
“党建争强”，城市基层党建如何

补上“短板”？
近年来，作为沿海改革开放先行

城市，宁波主动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
化，在城市基层党建领域积极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党建
引领、城市发展互促共赢之路。

按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和“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的要求，宁波在区域化党建基础上，规范提升、全面
融入，点线建精、整片建强，以幸福为党建新坐标，不断
强化服务导向，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唱响了具有宁波特色
的城市基层党建“好声音”。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图片由市委组织部提供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安置小
区里集聚了刚刚“洗脚上田”的居
民，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私自搭建
花架、玻璃房，阳台上乱堆乱放，
严重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环境，怎么
办？

去年年初，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江北甬江街道包家社区党总支
书记石金贺心急如焚。虽说业委会
开会形成意见希望物业公司拆除违
章建筑，但业委会碍于面子，物业
公司有畏难情绪，相互推诿，问题
始终得不到解决。

根深方能叶茂，基层治理是长
治久安的压舱石。

但是，“上面千根线，群众万
般事”，城市基层治理的压力越来
越大，社会创新治理的呼声越来越
强，到底应该谁来牵这个头，更好
地为民服务？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来
说，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据统计，目前宁波的城市化率
已达 71.1%。2000 年以来，宁波的
街道已从 15 个增加到 69 个，社区
从 225 个增加到 516 个。随着行政
区划调整，中心城区面积扩大了近
30 倍，新业态经济产业更是像雨
后春笋……

如何解决这些摆在城市基层党
建面前的“新挑战”，改变权责不

一致、事务与财力不匹配、“小马
拉大车”等问题？

近年来，宁波积极推动乡镇街
道体制机制改革，引导各领域党组
织打破各自为政、拆除封闭藩篱，
构建起以街道党工委为“轴心”，
驻区单位、行业系统和各类新兴领
域党组织深度融合、有机联接、相
互驱动的“一轴多驱”组织体系。

针对权责不对等这一问题，宁
波出台政策重新明确街道主要履行
加强党的建设等 8项职能，赋予街
道规划参与、综合管理、决策建
议、部门派驻机构人员管理考核和
负责人任免征得同意等 5 项职权，
全面推进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让
街道党工委职能“坚实有力”。

针对下沉力量不足问题，宁波
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意见》，按照“5+
X”模式优化设置街道内设机构，
设立党建工作办公室，加强功能、资
源、力量整合，实现街道内设机构由
过去的“向上对口”转为“向下对
应”。同时，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
及相应考核指标和奖励，确保街道
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针对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宁
波建立职能部门职责下沉街道的准
入机制，为基层减负增能。明确规
定准入机制由区县 （市） 党委政府
审核把关，部门不得随意将工作职
责下放到街道，做到权随事转、人
随事转、费随事转，确保权责对

等。同时，建立完善社区工作准入
制度，精简社区承担的行政性事
务，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
给，推动街道职能归位，提高管理
效能。

不仅如此，宁波还把真金白银
投向城市基层党建各个方面，市委
连续出台了加强基层党建保障工作
的意见，从党务工作者选任、基本
报酬、社会保障、党组织工作经
费、基层组织活动场所、健全党建
基本制度等方面，特别是明确社区
正职、副职和其他人员年平均收入
水平分别不低于当地上一年度全部
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1.6
倍、1.3倍、1.1倍，确保基层党组
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城
市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去年 5月，在甬江街道党工委
的指导下，包家社区率先成立了环
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党组
织牵头，居委会、物业、业委会、
环物委和社会组织负责人组成一个
社区层面的议事决策机构——“六
方议事会”，共同制定更为完善的
社区公约和各类制度，一改过去社
区党组织处理社区事务“单枪匹
马”的状况。

组织联建、网格联心、事务联
商、会议联席、项目联审、财务联
签、管理联动、成效联评——石金
贺说，如今社区里的物业服务纠纷
少 了 ， 小 区 物 业 费 收 缴 率 高 达
97%。同时，该做法计划在江北全
区推广。

赋权松绑 力量下沉凝聚“红色轴心”

“实在太荣幸了，我连着好几
天没睡好。今后一定珍惜荣誉，更
好 地 发 挥 作 用 ， 不 辜 负 组 织 信
任。”去年 11月初，在象山县爵溪
街道干部大会上，“异乡人”江西
万年县湖云乡驻爵溪流动党支部书
记刘栋兴，和另两名爵溪最大企业
党组织负责人一起，成为任期 3年
的街道兼职党工委委员。

不仅是爵溪，宁波全面推行街
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建
设，全市 3745 名驻区单位党组织
负责人担任街道社区兼职委员，实
现全覆盖，搭建起共建共联、资源
共享的桥梁，每年每位兼职委员领
办 1 个至 2 个党建项目，构建起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城市基
层党建组织体系。

据悉，这些兼职委员大多为辖
区单位、驻区机构党组织负责人，
以及业委会、物业公司中的党员负
责人，担任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
织兼职委员，他们可以参与研究讨
论党的建设、社区建设、城市管
理、社会事务等重大事项、重大决
策方面，让“共驻共建、互联互
动”成为一种广泛共识。

“我长期在企业工作，更加了
解市场，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提供更
好的建议，帮助地方政府科学决
策 。” 在 率 先 实 现 “ 大 工 （党）
委”制度全覆盖的镇海，镇海石化

建安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都跃良作为蛟川街道党工委的兼
职委员，定期参加街道党工委的季
度例会，共同探讨下一步街道发展
的具体路径。

全面推广“大工委”“大党
委”建设、加强行业系统党建、推
进新型领域融合共享……眼下，宁
波正全力推动城市范围内的多个驱
动点，加强街道社区与辖区单位组
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树
立“一盘棋”思想，放大党建聚合
效应。

大力推进律师行业党建工作，
构建市律师行业党委、各区联络
组、事务所党支部 （联合支部） 三

级覆盖网络，创建“党员律师示范
岗”，组织首批 400 多名党员律师
亮出标牌，深入开展“小巷法官”
等专项服务；

在全市 72 个特色小镇建立了
党建工作领导机构，入驻两新组织
11335 家，建立党组织 502 个，党员
6250名，共选派党建指导员405名；

位于鄞州的四明金融小镇，通
过联席会议、项目认领等方式，加
强与属地街道社区的组织联建、工
作联接、活动联办，与街道携手打
造“随手公益”品牌，与社区结对
共建，推动在职党员进社区，合力
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

如今，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
宁波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有了更多
的“红色合伙人”，在这个不断扩
大的“朋友圈”里，充分盘活辖区
的已有资源，以更大的能级、更专
业的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

“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已不
再是治安维稳，而是关心服务老乡
生活，带动他们从原先的‘不愿
理’变成如今的‘同参与’。”刘栋
兴说，在流动党支部的带动下，去
年以来爵溪街道完成了对 1700 户
出租房的整治，同时建立了一支以
流动党员为主的志愿者队伍，每天
早晚高峰时段劝导电动自行车规范
行驶，为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这些流动党支部管好了我们
四分之三的人口，对地方经济社会
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需要借助流
动党支部的力量，继续发出‘新爵
溪人’的声音，让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取得新成效。”爵溪街道党
工委书记朱海成说。

盘活资源 系统整合下好“一盘棋”

在北仑，“红领之家”这个名
字可以说家喻户晓。治水拆违、敬
老爱幼、环境整治、文明创建、社
区矫正……几乎城市的角角落落，
都有“红领之家”成员们身着红马
甲的活跃身影，先后获得全国志愿
服务百个最佳服务项目、全国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团队、全国民办非企
业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等荣
誉。

群众满意，是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城市
基层党建的不懈追求。“‘红领之
家’是宁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缩
影。党组织的领导、党员的示范带
头、群众的积极参与，用红领之魂
凝聚治理同心，虚功实做赋予党建
工作幸福内涵。”市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如是说。

“一网格一支部”“多网格一支
部”——宁波以居民小区、工业园
区、商圈市场、商务楼宇等为单
元 ， 建 立 了 8000 多 个 “ 全 科 网
格”，组建“全科网格员”队伍，
承担党建、综治、公安、民政、司
法、环保、食品药品、安监、消防
等部门的基层管理工作。

在一个个细分的网格里，党组
织化身“红色枢纽”，用组织资源
化解改革压力，用组织网络维护社
会稳定，推动社会治理向末端延
伸，尽可能让网格中的每个群众，
都能感受到党组织带来的温暖，得
到实打实的帮扶。

在划船社区，在社区党委书记
俞复玲带领下，每周都召集一个案
例分析会，讨论社区服务难点个
案，编入工作案例集，一年一本，
形成“俞复玲 365 社区服务工作
法”，在全市推广，让这个老小区
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国
家级荣誉20多项。

在红联社区，党员们纷纷化身
“红色领头羊”，牵头成立了 55 个
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为辖区居民
提供精细化项目和个性化服务。这
些社会组织七成以上由党员牵头成
立，此后成立的“金葵花”社会组
织孵化园党总支，成了当地社会组
织党建的“金名片”……

在宁波，无论是在职党员还是
流动党员，无论是村民党员还是社
区党员，无论是年轻党员还是老党

员 ， 通 通 列 入 社 区 党 建 的 “ 名
册”，做到“一个都不能少”。在社
区党组织这个“大家庭”里面，党
员相互融合发挥作用，齐心协力建
设好自己的“家园”。

“老小区电梯加装保障金”项
目，由宁波建工认领，给每个已加
装电梯楼道提供 1 万元的保障金；

“小区微更新”项目，由宁波冶金
勘察设计研究院认领，出资 30 万
元参与孔雀小区“三微”行动；

“老屋体检”项目，由浙江核力建
筑特种技术有限公司认领，通过给
老房子免费体检，成立“护房安
居”志愿服务队等方式，保障社区
老旧房屋的安全……

去年年底，通过基层党组织的
牵线搭桥，鄞州白鹤街道的老旧小
区找到了不少“公益伙伴”。辖区
的“两新组织服务联盟”成立 3
年，成员单位从最初的 7家增加到
现在的 80 多家，从最初的 11 个项
目增加到现在近 50 个项目，为辖
区居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两
新组织，宁波重点打造“锋领红
帮”8718 企业服务平台，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为全市企业提供政策
帮享、人才帮育、市场帮需、困难
帮解、党建帮强“五帮”服务，目
前平台已入驻企业 16 万家，每天
在线超过 1.1 万人次，日均受理企
业各类需求 300余件，进一步延伸
拓展了智慧党建服务经济发展的功
能。

“回首宁波的城市党建工作，
实现了从一域到全域的跨越、从规
范到示范的跨越、从亮显到亮绩的
跨越、从形态到生态的跨越，取得
了积极的成果。”市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宁波还将努
力建成政治领航、全域优质、智慧
互联、充满活力的“锋领港城”，
形成网格化、全融合、智慧式、服
务型和更具幸福感的基层党建好生
态，确保宁波基层党建工作继续走
在前列、引领发展。

虚功实做
为社会治理增添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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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宁波红”党员教育新媒体直播平台启动仪式现场。

图为慈溪水利局党员先锋红榜。图为鄞州白鹤街道公益党建项目对接现场。

图为海曙区开展基层党建“交叉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