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家路村不忘初心，为民服务。陶家路村党总支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指引，坚持亮党建、树

品牌、创特色，坚持将品牌建设理念植入党建志愿工作，引领志愿团
队发展，用品牌标准建设志愿者队伍，不断探索推进党建引领志愿者
队伍，打造“小水滴”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志愿活动。自创建以
来，志愿者人数从20多人发展到70多人，进一步强化了志愿者责任
担当意识，在今年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相公潭村依托党建载体，推进村级治理，开展“1+N设
岗定责”活动（“1”为每位党员联系农户工

作，“N”为每位党员所认领的志愿岗位），牢牢把握“我是党员我有
岗，有职无职当先锋”。设置关爱弱势群体岗、河沟保护志愿岗、村
民道德评议岗等12个岗位，86名无职党员自愿认领231个志愿岗
位，截至去年，党员共为群众解决各类实际问题32个，开展志愿服
务131人次，为群众办好事43件。

小路下村党建引领强发展，守正创新塑文明。小路下村
秉持“党建引领、发展富民”的工作理念，文

明治村，三年一届评选“十星级文明户”，严格按照评选办法选出先
进家庭户，鼓励大家比学赶超，让精神富起来成为小路下村民的崇高
追求。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下，与贵州省望谟县乐旺镇新华
村结成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对子，制定“6+1”帮扶模式，通过实地
考察赠送物资、红锋直销助推产业帮扶、企业支部助推人才帮扶，三
管齐下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画出党建同心圆。

夹塘村党建引领聚民心。夹塘村党总支坚持“强化支部建
设，践行服务宗旨”的工作理念，从党群工作制度

化、党务村务公开化、实体网格立体化、党建工作数字化、组织管理
人本化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群工作精细化管理，实现标准化操作，使党
建工作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两手硬、两战赢”的过程中，重点抓好“三红”，即“牵红
线、站红岗、筹红资”，取得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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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人物

“一村一品 党建亮绩”之三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今年
年初，位于泗门镇的宁波盛事达磁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有些烦恼，
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状况远不如
去年，工人返程、产品销售、资金短
缺等问题制约公司发展。正当陈义
一筹莫展之际，泗门镇“全心全意”
服务联盟及时赶到。联盟综合考虑
宁波盛事达磁业有限公司的经营状
况后，为其量身定制了复工复产计
划。在联盟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
渡过困难时光，今年的1月-8月销
售额达4000万元，同比增长15%。

“全心全意”服务联盟成立于
去年4月1日，由泗门镇人民政府
牵头将商会的小微企业服务中心升
级，联合税务、便民服务中心、市
场监管、公安、检察室以及发展服
务办等。联盟借助服务平台优势，
利用大数据管理，整合企业及个人

的各方面意见建议以及诉求，发挥
社会组织人多、点多优势，实现社
会组织的服务延伸职能，实现了对
中小企业的服务加速，并且运用联
盟的纽带作用，充分调动社会组织
的工作积极性。

联盟在商会内设立“全心全意
服务联盟办公室”，办公室内各部
门设联络员具体负责联盟工作开展
和情况对接，并建立微信群进行培
训、宣传、政策传递等工作沟通，
且定期召开联络会安排服务事项，
各部门同时采用“多对多”模式，
实现一个平台、大家受益。同时，
建立大数据服务中心，对每户企业
进行服务登记，通过建立企业的产
品、基础信息数据库，帮助企业寻
找符合需要且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下一步，联盟将考虑综合企业各方
面信息为企业进行评价分级，企业

等级越高，就会得到更多机会，实
现企业发展良性循环。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联盟在助
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中发挥了极大
作用。联盟临时党支部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中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采用上门宣讲、电
话沟通、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做好政
策宣讲工作，保证信息畅通，防止
重要信息遗漏，及时回应企业在复
工复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联盟
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对一家家企
业开展个性化指导、面对面服务。
联盟临时党支部还为企业复工复产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帮助企业采购
防疫物资，累计采购消毒水40余
吨、口罩10余万只、红外体温计
500余把，并每天安排党员志愿者
在泗门税务所办税服务大厅、社区
出入口、道路入口等人流量较多的

地方设置联防联控联络点，还派党
员志愿者到企业宿舍蹲点观察，为
接受隔离人员提供帮助。此外，联
盟针对疫情影响期间人员来往不方
便等情况，创新服务方式，开设24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推广非接触式

“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等不见
面审批模式和“预约办”急事特办服
务方式，做到服务一刻不停。

自成立以来，联盟始终坚持在
镇党委、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切实
发挥各部门优势，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共为会员企业协助办理各类事
项 80 余件，累计解决各类难题
1178个，累计为591家小微企业
提供1.01亿元小额信用贷款。下
一步，联盟将助力“最多跑一次”
改革延伸到村（社区）的工作；助
力打通企业经营的上下链；各部门
联合深化惠企政策宣传落实。

泗门镇依托商会成立“全心全意”服务联盟

为企帮困解难 助力经济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谢纯尧 褚
梨形）新时期退役军人的思想政治
工作怎么做？泗门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根据宁波市和我市关于有效推进
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年”专项活动
的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给
出的经验是：用“加减乘除”法，
强化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已初
见成效。

用“加法”，丰富学习方式，
提高政治站位。为了进一步加强退
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有效推
进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年”专项活
动，泗门镇坚持退役军人思想政治
为引领，以理论与实践、日常与集
中学习相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习。一是建立“退役军人学习日”
制度，每月8日常态化组织退役军
人党员参加学习，村（社区）退役
军人服务站每月组织一次退役军人
党员集体学习，学习最新的党的理
论成果，确保退役军人始终离军不
离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二是学习“身边典型”先进事迹，
通过余姚好人、泗门好人等先进事
迹，学习先进人物精神品质，弘扬
时代精神。三是打造“泗门老兵”
品牌志愿服务队，做到以知促行、
以行求知，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为
圆心，号召和组织广大退役军人参
与“泗门老兵”志愿服务，如抗击
新冠疫情、征兵体检服务、困难帮

扶等，老兵志愿者在各项活动中发
挥了积极的辐射带动效应，为退役
军人工作注入正能量、营造好氛
围。

用“减法”，简化办事流程，
提升服务质量。一是全面推行退役
军人服务站“轮值站长”制度，通
过民主推选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轮流
担任退役军人服务站“轮值站
长”，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从退役军人自身出发，设
身处地做好服务。二是推进“一站
式服务”。通过“最多跑一次”、困

难人员全程代办、服务承诺制等
“一站式”服务，提高退役军人服
务事项办结效率50%以上，帮扶
救助等事项全部实现当场受理、一
日办结，95%以上事项办理省去多
次跑、多头跑，减轻了退役军人的
负担。三是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积极引导退役军人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和法律咨询服务，对退役军人历史
遗留问题严格落实“一人一策”，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用“乘法”，创新工作方法，

有效化解矛盾。泗门镇退役军人服
务站大力推行“小板凳工作法”，
通过党员干部与退役军人同坐一条

“小板凳”共商议事。一是建立
“小板凳”工作制度，确立镇、村
两级工作小组，确保所有退役军人
都与党员联系，深入开展大走访、
大调查活动。同时建立民主协商记
录反馈制度，确保退役军人反映的
意见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二
是民主协商化解矛盾。通过党员干
部走访入户，听取退役军人意见和
建议，了解存在的生活困难、思想
困惑以及其他意见和建议，解决退
役军人的困难，就地化解矛盾，坚
持矛盾不扩大、不上交，切实拉近
了与退役军人的距离。

用“除法”，着力精准帮扶，
切实解决困难。一是解困帮扶传递
爱心。走访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
为确有需求的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
临时救助；开展以“你为国尽忠，
我为你助力”的微心愿圆梦活动，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解困和帮
扶。二是提供就业创业精准服务。
组织干部、志愿者上门宣传创业扶
持等政策，并开展退役军人就业摸
底调查，建立就业创业情况动态数
据库，定期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和
职业技能培训，推动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图为退役军人在服务站开展
集中学习。 通讯员 施仁武摄

泗门镇用“加减乘除”法
强化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记者 陈福良

虽然年届八十，但是精神矍
铄，看起来只有六七十岁样子，回
忆往事思路清晰，说话做事有条有
理。这是泗门镇侨联原主席许才方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许才方原籍慈溪宗汉，中青年
时期一直在工业系统打拼，先后创
办过电源厂、油脂化工厂、电器厂
等多家企业。由于办企有方，深受
当地干部群众好评，上个世纪90
年代，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当
选过慈溪市人大代表。

2003年，泗门镇通过招商引
资方式，把许才方办在宗汉镇的企
业引到了泗门镇，从此，许才方就
在泗门镇安家落户。目前，他已把
经营企业的接力棒交给了儿子。

许才方的不少亲戚定居在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台湾等地区，
2011年9月，泗门镇成立我市首
个乡镇级侨联时，他被推选为侨联
主席。从此以后，他一直热心侨联
工作，为泗门镇“凝侨心、聚侨
力、汇侨智”作出了应有奉献。

泗门镇地处我市西北部，下辖
4个社区、16个村。据文献资料记
载，泗门镇从明代起就与海外进行
文化和经济交流。明末清初，陆续
有人定居日本等国家，民国后期，不
少泗门人经上海迁居美国等国家和
台湾、香港等地区。改革开放后，因

留学、探亲、联姻及劳务输出等原因
而形成的新侨人数更是不断增加。
目前全镇共有华侨华人28人，港澳
同胞23人，留学人员379人，共计
430人，各类侨眷1200多人。

为了做好侨联工作，许才方和
谢荣时等镇侨联班子成员，两年一
次开展侨情调查，做好动态更新，同
时依靠统战工作网络，对镇村两级
的工作力量和资源作了充分整合，
努力为侨界人士提供多样化服务。

大庙周村侨眷杨某，父亲在上
个世纪40年代去了海外，他和母
亲留在大陆。他对父亲在海外再次
娶妻生子一直耿耿于怀。父亲去世
后，杨某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遵照

遗嘱，计划前来大陆寻根访亲，但
是杨某一直不肯接受。许才方得知
这一情况后，与谢荣时一起上门反
复做思想工作，要求杨某原谅父亲
的行为，热情接待同父异母兄弟姐
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
番和风细雨式的思想工作后，杨某
最终答应了。去年上半年，杨某的
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相约前来寻根访
亲，终于帮父亲了却了心愿。

原籍水阁周村的华侨周金龙从
2003年开始，每年回乡探亲总要
向居住在泗门镇老年人服务中心内
的孤寡老人送红包，以善行义举充
分体现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
每每周金龙到达余姚或者从余姚返

回海外，许才方总要驾驶自己的私
家车到余姚接送，使周金龙感受到
侨联组织和第二故乡给予的温暖。

为了使广大侨眷感受到党委、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许才方每年都
要带领侨联班子成员开展“夏送清
凉，冬送温暖”活动，为独居或困
难侨界人士送去慰问品，并在逢年
过节时采取寄送贺卡、打慰问电
话、上门慰问等形式与侨界人士进
行沟通和交流，加深友谊。

在与老一代海外朋友保持密切
联系的基础上，许才方还把与海外
年轻一代加强联系作为侨联工作的
重点，不断发展壮大海外联谊队
伍，利用海外朋友回乡探亲机会，
广泛接触年轻一代侨界人士，宣传
泗门镇良好的投资环境，增进他们
对家乡的了解和认同感，激发他们
的爱国爱乡热情。同时，许才方还
及时了解海外泗门籍留学生的最新
动态，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关心支
持家乡建设事业，为家乡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在许才方的带领下，泗门镇侨
联自成立以来，先后被评为浙江省
示范性基层侨联工作先进集体、浙
江省示范性基层侨联、宁波市基层
侨联工作先进集体、宁波市示范基
层侨联等；他本人被评为泗门镇优
秀“我来帮”志愿者和宁波市委党
校党员优秀学员。去年12月，泗
门镇召开第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组织上考虑到许才方年事已
高，就不再建议他担任侨联主席，
而是聘请他为名誉主席。尽管如
此，作为侨眷，许才方眼下仍心系
侨联，关注侨联，为侨联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图为许才方在走访侨
眷。（资料照片）

许才方：为侨辛苦为侨忙

本报讯（通讯员 余霞丽）为
进一步提高余姚市会计珠算学会泗
门会计之家分会会员的综合业务能
力，9月20日和21日，该分会在
泗门镇成校举行成立四周年总结表
彰大会，同时邀请春华教育集团会
计项目总监周相聪为大家讲课，
200余名分会会员参加培训。

会上，一批优秀会员和进步会
员以及优秀理事受到了表彰。周相

聪为与会人员作了为期两天的培
训，培训内容涉及企业运营成本控
制及降本增效等多个方面。周相聪
通过具体案例，声情并茂地为大家
讲解了企业要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及补短板，强调没有
最低成本，只有合理成本，在选择好
供应商的同时，新一代财务管理者
要精财务、懂管理、知业务、会决策，
通过不断学习，争取不断进步。

泗门会计之家分会会员“充电”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