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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都匀市在巡察工作中，始终坚持“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巡察
“利剑”作用和联系群众桥梁纽带作用，以巡促改，助
推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都匀市文峰街道龙潭社区探索的“1+5+
X”党建模式，让基层治理更具“人气”；
沙包堡街道龙山社区打造“红色物
早
晨，都匀市
文峰街道龙潭
点。在巡察工作的推动
社区服务中心热
闹非凡，一楼书店
下 ，都 匀 市 的 基 层
里，静静坐着前来看书
的市民，二楼演奏教室里，
治理水平一片
文峰乐团的叔叔阿姨们，正在
排练“百姓大舞台”的曲目，动静
向好。
之间，绘就了一幅和谐美好的景象。提
起焕然一新的社区服务中心，市民们都说：
“太满意了！”而群众的这份满意感，离不开
巡察工作的开展。
2018 年以来，都匀市委分批次对文峰街
道党工委及所辖的 12 个居 （村） 党组织开展
巡察。其中，都匀市委第九轮巡察了龙潭社
区党委，通过巡察发现存在基层党组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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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好巡察﹃利剑﹄ 推进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都匀市

题

“红色物业”化解社区治理痛点

龙潭社区的发展是都匀市巡察工作推进基层治理的一
个缩影，在巡察的推动下，都匀市各个社区也因地制宜，探
索了符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
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龙山社区汇悦新天地的“红色物
业”，让这片小区更加和谐，是巡察推动社区基层治理的又
一个成功范例。
“以前汇悦新天地小区刚建设的时候，小区管理混乱，
道路环境卫生一言难尽，各种矛盾不断，居民对物业公司非
常不满。”龙山社区支部书记唐晓梅说。2019 年，通过巡察，
社区在街道党工委以及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立即整改，构
建了以街道“大工委”为依托，社区“大党委”为核心，小区党
支部为枝干，楼栋党小组为触角的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
营造了和谐的环境。
尤其是针对居民与物业沟通不畅，矛盾突出的问题，社
区党委在物业组建了党支部，并根据大多数业主的意见，撤
换了物业公司总经理，由一名社区党委委员担任物业公司
总经理，与小区党员代表和群众建立了稳固的沟通渠道。
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这一措施打破了小区群众与物
业之间的壁垒，
解决了城市小区的痛点和矛盾点。
“此前，车位问题一直是我们小区矛盾最大的一点，成
立党支部打造‘红色物业’之后，我们物业公司坚持服务至
上的理念，从房开商那里统一打包车位，再以每月 50 元的
价格租给租户，现在我们小区有 988 户，580 个车位，因为管
理有序，都还能空出车位来。”汇悦新天地鸿博物业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说。
自成立“红色物业”党支部以来，物业在小区内不断增
加服务内容，比如在小区增设精准扶贫菜篮子工程、公证
处、组建“红色管家”服务队伍、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引
入州妇联“家政 e 公司”平台、免收业主快递保管费等，让小
区居民得到了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在“红色物业”成功的基础上，龙山社区以汇悦新天地
为示范点，把辖区内的 8 个小区整合起来，成立了众享物
联，
撬动了 8 个小区资源的整合。
巡察整改以来，龙山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红
色服务、五项工程”，从源头上下手，把基层党建与小区物
业、业委会、居民呼声有机融合，让红色元素更浓，治理更加
有效，打造出了一个“先锋型”
“平安型”
“文化型”
“便民型”
“宜居型”
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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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社区的党建墙

“1+5+X”
党建模式让基层治理有温度

设、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民服务、
群众自治、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龙潭社区党委书记魏巍表示，巡察之
前，龙潭社区存在党组织凝聚力弱、工作人
员为民服务意识不强、社区环境脏乱差等方
面问题，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之间缺乏沟通交
流，大家就工作而工作，相处之间少了点
“人气”。
巡察组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龙潭社区
整改。龙潭社区探索推行了“1+5+X”党建
模式 （“1”即建立社区“大党委”，“5”即
用好支部党员、在职党员、流动党员、退休
党员、双新党员五类党员，
“X”即构建若干
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织密若干服务组织体
系），积极搭建为民服务平台，狠抓干部队
伍管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提升为民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街道党工委不定
期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组织社
区干部、党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为民办实
事”和“家门口服务日”活动，将“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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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整改增强治理实效

“从 2017 年正式启动巡察工作以来，我
们共分 15 轮对全市 212 个各级党组织开展了
政治巡察，巡察覆盖率达 100%，巡察‘利剑’
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
彰显，
充分释放出了管党治党全面从严、长期
从严的强烈信号。
”
都匀市委巡察办主任岑玲
说，多年来，都匀市委始终把巡察工作作为
“书记工程”，
摆在管党治党突出位置，
纳入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列入年度党建工作要
点、全面深化改革内容高位推进。
巡察工作开展以来，
都匀市始终把“两个
维护”
作为巡察工作的“纲”
和“魂”，
做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到哪里，
巡察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以及党的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决胜脱贫攻
坚、
“六稳”
“六保”、扫黑除恶、意识形态等中
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以及州委、市委重要
工作安排开展巡察监督，推进党中央大政方
针在都匀得到坚决贯彻落实。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把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巡察重点，
对‘四家
班子’
办公室、发改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局等
部门开展了巡察，有效推动解决了一批落实
中央有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不力的问题，
实现了巡察任务跟上形势、力度

汇悦新天地小区
巡察前环境杂乱

汇悦新天地小区巡察
后干净整洁的环境
●地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剑江南路 9 号

服务”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一系列的措
施和行动，让龙潭社区在潜移默化之间发生
了质的改变。
“社区现在的服务好，环境更好，来到
这里觉得温馨又舒心。”市民杨正芳说，如
今的龙潭社区服务越来越好，只要有困难，
找“风信子”就能得到解决。
杨正芳口中的“风信子”，是龙潭社区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为更好服务群
众，龙潭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力量，因
地制宜地开展常态化、多元化的志愿服务活
动。此外，根据居民的职业特点、年龄特
点、性格特点等，组建了“星火”“贴心小
棉袄”“法小宣”等 9 支特色志愿队伍，实现
了服务精准、精细、精密全覆盖。
“为民服务问题整改方面，我们为了营
造温馨舒适的办事环境，给群众‘家’的感
觉，按照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空间最大化
的原则，设置党务、政务、民族服务、其它
4 个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民的党

●总编辑：
周德扬

●新闻热线：0854-8361166

务 及 政 务 服 务 。” 魏 巍 说 ， 巡 察 工 作 的 开
展，为社区的发展和方向找出了问题，理清
了思路，明确了职责，巡察之后，社区各项
工作的开展，也顺利了不少。
为促进邻里交融，激发志愿服务，与商
圈联盟，有效链接，社区还设置了宝物交换
空间和积分兑换区域。“奖励的物品都是一
些常见的家用东西，但是无形之中给了大家
激励，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了我们社区自
治的工作当中来。”魏巍说，如今社区群众
的和工作人员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在巡察工作的推动下，在“1+5+X”党
建工作模式带动下，龙潭社区逐步构建了有
“壁垒”、有“温度”、有“品质”、有“交
融”、有“诗意”、有“风尚”的六有社区，
建成平安、幸福、创新、包容、美丽、诚信
的“六个龙潭”。
魏巍表示，下一步，龙潭社区将牢牢树
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不断抓实
巡察整改进一步深化“1+5+X”工作模式，
打造为民利民便民的龙潭家园，让更多“龙
潭人”汇聚于此，让幸福在家门口触手可
及，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跟上要求、作用发挥跟上大局需要。
”
岑玲说。
此外，都匀市委巡察办紧盯群众期盼关
切，围绕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开展村级巡察。
2017 年，都匀市率先在全州探索开展村级巡
察；2019 年，调整巡察规划将全市 135 个村级
党组织纳入市委巡察对象，
总结形成了“六查
六看六帮六促”
的村级巡察做法，
促进了龙潭
社区“1+5+X”党建模式和汇悦新天地“红色
物业”
等示范社区的形成，
增强了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巡察整改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
需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我
们将继续以坚决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有力的
举措，确保巡察整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向
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
岑玲说。
（本版图片由都匀市委巡察办提供）

都匀市委巡察组到龙
山社区开展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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