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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强
力攻坚，滨城区市东街道26个村
居中三年以上未发展党员的村居
实现销号。新发展预备党员 23
人，入党积极分子98人，并且都是
群众满意，优中选优的好苗子。

“老大难”问题得到破解，得益于街
道自 2019 年实施的“青苗计划”，

在确定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两推”
环节之前进行的两大创新：建立

“青苗库”，为发展党员增加源头活
水；实施“两步推荐法”，即先推荐
拟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对象，再进行
入党积极分子“两推”，攻克申请入
党的人员“两推”双过半这一最难
突破的“关口”。

村居党组织多年不发展党员成为乡村振兴的拦路虎

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基础也
是关键。村居党组织多年不发展
党员成为乡村振兴的拦路虎。
2019年，市东街道党工委立足“抓
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定位，对党员
发展、党组织建设等工作进行了深
入调研，通过调研发现，在基层党
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中，党员队
伍结构不优、党员发展后继乏力、
党员素质参差不齐成为摆在眼前
的难题。忘记身份淡化责任、盯住
权利漠视义务、近亲繁殖家族平
衡、严管不够自律不强、储备不足
后继乏人，成为影响党员队伍建设
的五大“拦路虎”。

村居党支部发展党员工作，申
请入党的对象“两推”双过半是最
难突破的“关口”。究其原因，一是
有的家族宗族势力为了增加“中
标”率，“组团”递交入党申请书，
导致入党申请人素质能力“良莠不
齐”；二是申请入党的对象缺乏可
展示的平台，党员和群众代表在

“两推”过程中难于甄别和判断，往
往仅凭主观印象，既难以保证发展
质量，又导致投票不集中难以双过

半；三是家族宗族势力干扰严重，
个别家族利用制度标准缺失的漏
洞，蒙混视听，拉票搞小动作，导致
入党积极分子“两推”出现“近亲繁
殖”现象。三大突出问题导致村居
党支部发展党员工作质量不高，后
继无人，导致党员队伍难以优化、
断档断层。

9月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佘春明主持召开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专题会议。佘春明强
调，要着力抓好“三农”和乡村振兴
工作，以组织振兴为统领，统筹有
序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要做到能力上的提升，组织上的强
基，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
设，打造善治理、能担当、会干事的
基层班子队伍。

街道党工委书记韩云勇认为，
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就
会影响党组织的形象和威信。基
层党组织必须做到哪里有群众，哪
里就有党员，有党组织的服务，决
不能到了关键时候，组织没了声
音、党员没了身影。

实施“青苗计划”，破解基层党组织“青黄不接”难题

通过对党员发展难题的解剖，
市东街道党工委形成了这样的总
体思路：发展党员必须坚持质和量
两手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工作
方法，在民主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发
展对象范围，既保证了公开透明，
又保证了发展效率，让优秀的苗子
脱颖而出向组织靠拢。

“青苗计划”破土而出。
市东街道党工委把“青苗计

划”列入街道基层党建重点工作，
主动做好制度设计。为确保“青苗
计划”的有序推进，市东街道党工
委科学设计出了包括选拔推荐频
次、组织实施流程、工作责任落实、
推荐质量把关在内的全流程，把抓
党建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一是严格标准“育好苗”。每
个村（居）党支部通过个人自荐、群
众推荐、组织挑选等方式，经过召
开村“两委”班子和党员群众代表
会议、资格联审、集中公示等环节，
以道德品质优良、个人征信良好、
工作业绩突出、群众公认度高为原
则，重点从行业能手、乡贤精英、外
出务工经商人员、复退军人和回乡
高学历毕业生等群体中选拔推选
3-5 名“青苗”人选，建立“青苗
库”“蓄水池”。街道党工委将纳
入组织视野的“青苗”作为考察培
养对象，通过列席村居议事会，参
与自治组织中的部分工作，参加党
务知识培训，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
想工作等方式强化教育培养，接受
组织和群众考察监督。通过“育
苗”环节，从源头保障了入党申请
人员质量，确保了入党对象的精准
化、高标准培养，树立了“根正苗
红”的发展导向。

二是创新流程“插好秧”。查
摆以往村（居）党支部发展党员存
在的问题，入党积极分子“两推”是
最难突破的“关口”，为打破家族宗
族势力干扰，切实优化党员队伍结
构、提高发展质量，街道党工委大
胆创新，在“两推”之前设置了推选

“拟发展入党积极分子”环节，指导
各村（居）党支部制定《党支部拟发
展入党积极分子对象推选办法》，
入党申请人通过党务知识测试、述
职演讲等方式，展示个人素质能
力，全体党员群众代表经过召开会
议研究、投票、联审、公示等环节，
从提交入党申请书满半年的人员

中确定拟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对象，
之后通过“两推”从拟发展入党积
极分子对象中推选出入党积极分
子。这样一来，既打破了家族宗族
势力之间“角力”带来的障碍，又使
全体党员群众代表对申请对象有
了全面了解，确保了入党积极分子
的高质量发展。群众普遍反映“种
下一个苗子，不亚于搞一次班子换
届”。

三是强化责任“保收成”。为
确保“青苗计划”的有序推进，街道
党工委严把各项程序，从选拔推荐
的频次、组织实施的流程到工作责
任的落实、推荐质量的把关，都做
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各支部“青
苗”选拔和入党积极分子推荐工作
每半年集中开展一次，时间分别是
每年 3 至 4 月和 9 至 10 月。街
道“青苗计划”列入街道基层党建
重点工作，实行班子成员帮包网
格、网格化管理中心主任帮包村
居、支部书记帮包“青苗”的“三包”
责任制。同时,街道将“青苗计划”
开展情况，作为村居“流动红旗”评
选重要考核指标，并与基层党支部
评先树优、村居支部书记绩效工资
相挂钩。

四是按照“谁培养谁负责、谁
考察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
则，建立失职追究制度，防止在发
展党员工作中弄虚作假、失职渎职
现象的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青苗计划”
的成功实施也是市东街道近年来
坚持党建引领，统筹发展一盘棋，
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生动体现。在

“青苗计划”实施之前，市东街道已
经做了充分的酝酿，有了充足的群
众基础，具备了实施的土壤。街道
开展“树正气、鼓正劲、传递正能
量，学好人、做好事、弘扬好风尚”
为主题的“三正三好”三年行动，挖
掘培植“市东典型”、树立宣传“市
东榜样”，传播讲好“市东故事”，正
能量、好风尚之风吹进市东每个角
落。街道抓住激发村居干部担当
落实的内生动力这个根本，老法新
用，探索实施“流动红旗”制度。每
季度考核评比前十名村居授予流
动红旗，赛出了勇气、赛出了克难
斗志。“三问三亮三比”活动让干部
与群众面对面接受监督评价并且
公开承诺，让党群关系更加紧密。

创新激活一池春水，组织振兴催生乡村嬗变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应有样
子的生动描绘。用创新思维破解
党建难题也应该是基层党组织建
设该有的样子。市东街道党工委
在把握党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突
破传统思维束缚，用“青苗计划”这

一粒子激活了基层党组织建设一
池春水，催生了乡村嬗变。

渠道之变 ——党员发展在阳
光下进行。西王和郭集是先行进
行试点的两个居委会。实施“青苗
计划”后，居委会公开透明发展入
党积极分子，告示一贴出，一下子
收到了23份申请书。发展党员也

党员群众代表通过“青苗”推选办法。 ”青苗“人选进行党的理论知识考试。

“青苗”上台演讲。 党员群众投票。

入党积极分子公示。

疫情防控中“青苗”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苗”利用周末为孩子们开设公益美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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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王居委会的老难题。党支
部书记王建勇介绍，之前发展
党员是家族式，群众甚至曾经
因为发展党员闹到上级组织部
门。实施“青苗计划”后该居委
会储备了 8名“青苗”，去年 6
月，从中推选了2名入党积极
分子。

梯队之变 ——高质量后
备力量充实进来成主流。市东
街道组织委员许安琪从事组织
工作多年，他发现很多党员年
龄普遍很大，有的连手机都不
会用，甚至组织生活也参加不
了。没有年轻的新力量充实进
来，怎么带动发展？实施“青苗
计划”一年间，现在市东街道
45 岁以下入党申请人 在“青
苗”库中占比高达69.3%。“青
苗”库源源不断为村居党组织
输送具有一定年龄优势后备力
量。个体及营商及在企业工作
的入党申请人在“青苗”库中占
比高达 70.6% ，“青苗”库能够
源源不断为村居党组织输送具
备撬动市场力量的人才资
源。“青苗”库集聚各方面优
秀人才、源源不断为村居党组
织输送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
才资源。

村风之变——群众工作好
做了。“这些干部跑前跑后，嘴
上都上火了，却连俺家的一碗
水都不喝。”市东街道是滨城区
政府驻地街道，是全区开发建
设、项目落地的核心区、主战
场，即将拆迁和待安置改造的
村居超过 60%。棚改时，北郝
居委会胡大娘朴实的话语让现
场工作组人员动容。搁以前，

成立拆迁工作组，不少干部职
工都躲着绕着。为何？工作难
做，群众难得给个好脸色，冷言
冷语、挖苦讽刺，甚至态度生硬
粗暴、恶语相加都有可能。北
郝居委会以前派系问题严重，
家族矛盾突出，班子瘫痪，一盘
散沙。而现在，一听说成立工
作组，大家参与拆迁的积极性
明显提高。原因就在，党组织
坚强了，村风好了，群众工作好
做了。

活力之变 ——党组织活
力全面迸发。在“青苗计划”
中，市东街道加强思想引导，树
立党员带头致富、带头服务的
导向，促使他们向党组织靠
拢。市东街道西王党支部领办
的鑫希望有限公司，是一家村
办企业，共有68户居民入股，
注册了“鑫希望大米、鑫希望小
米、鑫希望石磨面粉、鑫希望麦
芯粉”等品牌商标，目前通过网
店销售、带货直播等方式，已实
现经济收入 3 万余元。“青
苗”王小霞有自己的生意，但只
要一看到群里发通知说村里公
司要卸货，就第一时间放下自
己手里的活来无偿帮忙。郭集
居委会开办了“公益学校”，4
个有专业特长的“青苗”利用周
末时间无偿给孩子们上课，他
们有的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
子。西王居委会的“青苗”加入
村里的“爱心公益帮扶队”参加
志愿活动。一个“青苗”是一个
桩，无数个“青苗”撑起一张网，
市东街道的“青苗”们已形成星
星之火燎原之势。

基层党组织必须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有党组织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