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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建

□本报记者 靳碧海
通讯员 张 斌 蔡思纯

我市非公企业数量庞大、大小
不一、党员流动性强，党的组织覆盖
一直是个“老大难”。面对这块难啃
的“硬骨头”，市非公党委不断创新
方式方法，扎实推进非公企业党建
摸排和组织建设“双同步”，确保全
市“两个覆盖”工作有效提升，不断
扩大党在非公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
力。

建立联动机制，破解底数不
清问题

“提升组织力覆盖，首要任务就
是按照要求搞清企业和党员的
情况。”市非公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由市委组织部牵头与市场监
督、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
区等建立联动机制，从工商、税务等
多方进行非公企业数据收集，按属
地将“双同步”任务进行分解。

下一步就是要结合实际调查摸

底。市非公党委以税务、工商等部门
提供的企业注册登记类型及企业统一
信用代码为索引，建立非公企业基础
名册，然后将任务分解到各镇街、园区
党（工）委，按照“四进”工作法（进部
门、进企业、进车间、进社区）推进“双
同步”工作。

记者了解到，市非公党委在摸查
的过程中，重点抓实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全省100强、上市公司、本地龙
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这“五类企业”党建工作，边摸排
边推进组织覆盖工作。主要通过加强
党员组织关系排查，消除“口袋党员”；
对暂不能转组织关系的党员实行“一
方隶属、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原则，
推动党员特别是管理层党员主动“亮
身份”，积极发挥党员作用。

提升组织力，强化组织有效覆盖

党组织建立后，着力点应放在如
何巩固组建成果上，做到非公企业发
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党的
工作就开展到哪里，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制，提高支部书记能力建设，提升
组织力。

市非公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基层党组织组建时，要及时划拨启动
经费，及时选派有经验的党务干部或
党建指导员“一对一”对接，及时指导
新建党组织开好第一次党员大会，过
好第一次组织生活，上好第一次党
课。逐步建设“三会一课”等相关支
部组织生活制度，有条件的基层党组
织，按要求建设好党建活动阵地，让
基层党员有“家”的感觉。

“作为党组织的‘领头雁’，基层
党组织书记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直
接影响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党员的战
斗力，因此，要加强对新任书记的培
训教育。”市非公党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定期督查新组建的基层党组
织落实基本规范情况，督促党组织
做实“规定动作”。

做好服务延伸，加强政治引领

记者了解到，对筛核出来的拥
有党员10人以上还没有建立党组

织的非公企业，市非公党委将通过
工作覆盖来实现政治引领，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同时，将把工青妇等
群团工作纳入非公党建工作总体格
局，引导群团组织融入中心开展工
作，从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入手做到党的工作全覆盖。

开展“订单式”服务是实现政治
引领的重要抓手。“对排查出来的有
一定生产规模的非公企业依托党群
组织收集企业生产经营难题，以订
单方式上报，并通过召开座谈会、联
席会，面对面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市非公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
还要及时了解企业人才现状和人才
需求，解决非公企业急需人才。

市非公党委还开展“三送”活
动。即送政策，定期到企业解读文
件政策，现场答疑解惑；送服务，开
展送法律服务、健康服务、培训服务
等进企业活动；送先进文化进企业，
定期到企业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珠海市非公党委狠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

落实“双同步”提升“两个覆盖”

□本报记者 宋雪梅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突出党支部的政治功
能，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
方式创新，加强党支部“双带头人”
队伍建设，提升党支部活力，推动支
部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双促进双提
高，为树牢意识形态阵地，实现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
障。

推行“党建+教改”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北理珠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教研
室为单位，建立教师党支部，把教学
骨干培育成党支部书记，以党建引
领教学，以教学体现党建工作水平，

推行“党建+教改”实现党建和教学双
向互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在思政课教学改革中，为提升思
政课教学实效性、针对性和亲和力，实
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
教学理念和培养学生“价值、思维、技
能”三维立体的教学目的，教研室在支
部书记带领下，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优
势，创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路径，积极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开创
了“五要件”教学法和“八个素养”能力
培养目标。

“五要件”教学法即“课前5分钟”
“重难知识点解析”“视频案例”“教学
互动”“教师讲评”五个教学要件相互
衔接、立体动态的课堂教学体系，重点
培养学生在政治思想、知识拓展、逻辑
思维、辨析批判、道德修养、法律意识、
实践创新和团队合作等八个方面的能
力，活跃了思政课堂，增强了思想政治

教育效果，提升了党建工作水平。

推行“党建+科研”
增强教师创新能力

北理珠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党建
为抓手，推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强化支部的政治功能，吸收科研骨
干成为支部成员，推行“党建+科
研”，立足社会发展需要，增强教师
创新能力。

北理珠马克思主义学院目前已
完成了二十余项各类纵向及横向课
题，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还成立了
服务珠海理论讲师团，充分发挥理
论特长，为省市校各级单位进行理
论宣讲。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学院积极组织讲师团走出
学院、走进学校、走进社会、走进基
层，开展理论宣讲、专题报告和交流

座谈等宣讲活动，强化辐射带动、服
务社会的职能。

推行“党建+网络”
促进教师教书育人

北理珠马克思主义学院推行
“党建+网络”，积极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思政课活动
方式，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把课堂内和课堂外结合
起来，把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探索

“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等路径，
逐步形成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
教学相互支撑的育人格局。

该院通过创建微信公众号、完
善学院网站，加强网络阵地建设，积
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路思政
教育路径；“云课堂”等新技术的使
用，既增添了课堂趣味，又促进了课
堂互动，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

北理珠马克思主义学院“双带头人”提升党支部活力

以党建为引领 提升教学水平

□本报记者 王芳

将扶贫政策送到每一个贫困户
手中，通过“穿针引线”让留守在家
乡的妇女和老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增
收脱贫……在对茂名信宜水口镇骑
马村扶贫过程中，珠海城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精
准发力，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既

“输血”也“造血”。

开展知识竞赛从思想上脱贫

据了解，骑马村共有 508 户
2725人。村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
种植水稻及外出务工。经精准核查
识别，骑马村的贫困户有49户，共
142 人。其中，一般贫困户 13户
（48 人），有劳动力的低保户15户
（64人），无劳动力的低保户9户（18
人），五保户12户（12人）。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珠海
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自2016年起，连
续派出思想硬、党性强、勤工作、多
用心的扶贫干部驻村，全力以赴真
抓实干，全方位、多举措帮助贫困户
脱贫。

珠海城建集团驻村干部在日常
走访中发现，部分贫困户对扶贫政
策不熟悉、不了解，一方面由于贫困
户没有关注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是

村委会及扶贫干部宣传扶贫政策的
力度不够。找到根由后，驻村干部
编写了28条扶贫政策的宣传资料，
党建指导员向珠海城建集团申请了
经费，在村委会的支持下，于今年12
月初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扶贫知
识竞赛，27名贫困户参加活动。

让留守妇女和老人有活干

今年11月，骑马村开辟了一条
就业扶贫新途径，让留守村居的妇
女及老人在村里有工开、有钱挣，通
过自己的劳动增收脱贫。

扶贫干部和村委会走访食品加
工厂时发现，有家山楂加工厂有外
派加工的需求，于是回村召集有闲
暇的村民报名。工厂把山楂原料送
上门，村民加工完再拉回去。

“厂家会派工作人员进行技术
指导，切山楂每斤加工费4毛钱，
每人一天能切100斤左右。为了
做到户户有增收，除了切山楂外，
我们还在骑马村开发了一个柠檬
加工厂，生产纯绿色、无添加的柠
檬膏。经过一段时间试产和试销，
现在准备正式开工生产。工厂聘
请贫困户做工，再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产品，帮助村集体和贫困户增
收。”珠海城建集团驻骑马村第一
书记史雁珊介绍。

党建引领 扶贫扶智

增收脱贫一个也不能少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近
日，平沙镇老干党总支组织40位离
退休老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该镇党委书记李东
红以“大湾区时代——平沙镇的发
展形势和机遇”为题，向各位老干部
作形势报告。

听完报告，老干部们前往平沙
镇党建示范基地惠民蔬果合作社、
前锋社区五彩稻田、平沙新城和海
泉湾等地参观学习，实地感受平沙
镇产城融合发展、现代旅游业和美
丽乡村建设所取得的进展。活动
中，老干部们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
峥嵘岁月。老干部们纷纷表示要坚

守初心和使命，继续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增添正能量。

据了解，平沙镇老干党总支共
有党员98人。平沙镇以创先争优
为目标，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组织
离退休老干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新时代离
退休老干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梳理离退休干部思想和生活需
求，定期开展走访、调研、慰问等活
动。与此同时，离退休干部们坚持
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定期参加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坚持不懈
锤炼党性修养；并积极参与宣讲、文
化、公益等活动，充分发挥余热。

平沙镇加强老干部党建工作

坚持不懈锤炼党性修养

珠海11月“平安+”市域社会治理指数出炉

全市综合得分82.348分

市平安办将每月通报市域社会治理状况，把发现的问题反馈
到相关镇街和部门开展整改，全程监督跟进。市民可关注“珠海
平安指数”微信公众号，点击“社会共建”通道，每月为自己所在地
区的平安状况打分，评价平安工作，反映平安问题，同时监督处置
进展。市平安办将在月末随机抽选30名市民赠送精美礼品。

□本报记者 宋一诺 通讯员 王 棵

昨日，记者从市平安办获悉，珠海
“平安+”市域社会治理指数之11月月度
指数出炉，全市社会治理综合得分
82.348分，在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食药
品安全、消防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表现
优秀。其中，电信诈骗警情环比下降
13.82%。社会保障方面，我市加强了对
吸毒人员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及
劳动保障管理。但社会共建和城市管理
方面还有待改善，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全面提升群众参与平安共建工作的
积极性。

6个区社会治理综合得分超80分

指数分析报告显示，全市11月有6
个区社会治理综合得分超过80分。万
山区、高栏港区得分分别排名第一、第
二，金湾区得分排名最后。

万山区11月社会治理状况良好，在
安全生产、食药品安全、消防安全方面表
现优秀。该区11月发生了1起交通事
故，对交通安全指数分值影响较多。

高栏港区 11 月社会治理状况良
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指标均为满分。
值得注意的是，该区生态安全标指呈负
增长，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该地区是工
业发达区，废气尾气排放对空气污染影
响较为严重，市民户外活动时需注意防
护。

高新区11月社会治安状况由平稳
转为良好，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指标有
显著改善，均为满分。受一起消防安全
事故的影响，该地区消防安全指数环比
下降15.96%。

斗门区11月社会治理状况良好。
该区社会稳定指标表现优秀，主要得益
于群体性事件减少。要特别注意生态安
全、安全生产和社会共建这三个方面。
在生态安全方面，PM2.5 环比上升
16.67%，PM10环比上升34.55%；11月
该区多发安全生产事故，需提高安全生
产意识，加强日常监管，防止事故发生。

香洲区11月社会治理状况良好。
从各项指标得分结果来看，除城市管理、
社会保障以外，其余指标呈下降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发生4起安全生产
事故，死亡两人；违法犯罪警情环比上升

8.89%；社会共建有所提升，但仍未达标。
横琴新区11月社会治理状况由平

稳转为良好。综合得分提升幅度最大，
主要是社会稳定指标得分大幅上升。值
得注意的是，该区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
故，年关将近，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防
止事故发生。

金湾区11月社会治理状况由良好
转为平稳，综合得分下降幅度最大，主要
是违法犯罪警情、消防事故数、社会不稳
定因素大幅增多。违法犯罪警情中，盗
窃和打架斗殴警情增多。要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理性处理矛盾纠纷，选择合法的
方式申诉。

分类指标情况

治安指数。11 月全市治安指数
12.671分（满分15分），环比下降1.89%，
整体情况良好。从整体警情看，盗窃、诈
骗、殴打他人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的警情都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电信
诈骗警情环比下降13.82%。但“两抢”
警情有所上升，相关部门和地区需加强
防范和侦查。吉大和拱北治安指数在全
市排名靠后。

安全生产指数。11月全市安全生
产指数9.295分（满分 10 分），环比下降
3.3%，整体情况优秀，但安全生产事故较
上月有所增多。据统计，我市近期安全
生产事故多发于道路交通运输、高处坠
落、起重伤害、坍塌、物体打击等，各镇街
需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强化日常监管，防止事故
发生。

食药品安全指数。11月全市食药
品安全指数9.716分（满分 10 分），环比
下降0.16%，整体情况优秀。市场快抽
快检合格率环比上升0.07%。

交通安全指数。11月全市交通安
全指数8.41分（满分 10 分），环比下降
2.32%，交通安全情况良好。道路拥堵环
比上升7.34%。湾仔交通拥堵情况在全
市最为严重，拱北、湾仔、前山、狮山连续
两个月交通安全状况都处于全市靠后行
列。横琴本月交通安全排名全市最后一
名，原因是交通警情增多。

社会稳定指数。11月全市社会稳
定指数9.513分（满分 10 分），环比下降
0.43%，社会稳定方面总体优秀。全市

有19个镇街得分达到优秀行列。
生态安全指数。11月全市生态安全

指数 3.56 分（满 分 5 分），环比下降
4.02%，生态安全整体平稳。较10月相
比，我市PM2.5、PM10均呈上升趋势，易
敏感人群需要注意减少户外运动次数。

社会共建指数。11月全市社会共
建指数0.971分（满分 5 分），环比上升
8.13%，全市社会共建分值仍然较低，尤
其体现在线上市民参与程度不够，各地
区参与率均未达标。

文明指数。11 月全市文明指数
4.303分（满分5分），环比下降0.09%，文
明情况良好。南水镇和白蕉镇创文工作
排名全市最前列。

城市管理指数。11月全市城市管
理指数2.467分（满分 5 分），环比增长
2.96%，整体平稳，城管事件数环比下降
19.42%。全市有21个镇街得分未超过
3分，表现较差，主要体现在乱摆卖、乱堆
放等事件仍然持续多发。

社会正气指数。11月全市社会正
气指数4.383分（满分5分），环比上升
0.85%，整体状况良好，大量民间纠纷通
过人民调解得到妥善解决。

市民诉求指数。11月市民诉求指
数3.93分（满分5分），环比增长0.67%，
整体情况良好，市民投诉数环比下降
12.79%。这主要体现了全市各部门服
务意识明显增强、工作制度逐步完善。

消防安全指数。11月全市消防安
全指数4.564分（满分5分），整体表现优
秀，但消防事故数环比上升52.97%。主
要因为最近我市秋干物燥，雨水较少，消
防事故时有发生。同时提醒广大市民，
我市于11月5日将森林火险升级为红色
预警，现已发布森林防火戒严公告，森林
防火戒严区内禁止无关人员进山，禁止
带火种进山，违反森林防火管理规定的，
依法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年关将至，请提高消防意识，遵
守法律法规，严防火灾隐患。

消费评价指数。11月全市消费评
价指数4.053分（满分 5 分），环比上升
4.14%，消费投诉数环比下降27.98%，我
市消费环境日益改善、向好。

社会保障指数。11月全市社会保
障指数4.512分（满分 5 分），环比增长
13.4%，整体表现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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