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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入门关 落实培养关 抓好管理关

绕溪村创新“三关”破党员发展难题
□记者 张庆
确定发展对象，是发展党员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在实践中，受到人情世故、面子、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却成了一个“老大
难”问题。自 2016 年以来，横店镇绕溪村党支部对此展开了有益探索。如今，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党员发展培养机制已基本成型，并
切实发挥作用。

发展党员公平 不为“人情”所扰
3 日上午，在绕溪村综合楼，一名青年
正拿着扫把在打扫卫生。他叫李建锋，是
绕溪村村民，还有一重特殊身份：绕溪村
义务劳动组组员。
原来，自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绕溪
村党支部书记李光明就被一个问题困扰：
确定党员发展对象。2016 年，看到村里个
别青年积极参与村庄劳动，李光明起了个
念头：环境整治是当时村庄重点工作，何
不设定其作为关卡，通过考验的才能被确
定为发展对象。
于是，在两委干部讨论决定后，入
党“入门关”开始试行了。经过一年的
试验，一些青年义务劳动热情高，而李
建锋就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通过绕溪
村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的推荐，成为入
党积极分子。
见此成效，李光明等村干部一致决定
将该“入门关”命名为绕溪村义务劳动
组，组长是李光明，组员就是有入党意
向、愿意接受考验的村民。

“自那以后，谁都不用来说好话了，入
党的态度端不端正，愿意为村庄服务的热
情高不高，看他个人实际行动。”李光明
说，村义务劳动组成立后，他不再为人情
所扰，凡是要入党的就先过这一关，党员
发展对象公开公平公正，村民再也讲不了
闲话。

培养党员“落地”

有心又有行

自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李建锋一
如既往地为村庄、村民服务。他按时参加
党员集体活动日学习和义务劳动；定时清
理负责的绿化责任区；日常清理“牛皮
癣”，做好宣传栏卫生保洁；为村庄葵花田
等产业项目出谋划策。不仅如此，他还帮
助年迈的老党员，走访联系户。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不是嘴巴上喊
喊的，而要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 。” 李 光 明 说 ， 村 庄 设 立 义 务 劳 动 组 ，
就 是 要 严 格 把 好 “ 入 门 关 ”， 培 养 有 恒
心、敢承担、愿奉献的好党员。因此，义
务劳动组的组员们“任重道远”：每月党
员例会必须参加，做好学习记录，了解村

庄事务；参加党员义务劳动，配合做好日
常环境整治；完成村绿化责任区任务；学
习镇里下发的资料，并为村庄发展献计献
策。
经过又一年的考验，上月，李建锋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我现在都
习惯每次出门注意下哪些地方有垃圾、
小广告，及时做好清理，看到农户乱堆
放 也 会 劝 导 或 上 报 村 干 部 。” 李 建 锋 说 ，
一开始汇报思想工作时要绞尽脑汁想，
自从加入义务劳动组后，汇报工作脑子
里有货了。
如今，义务劳动组共有 4 名发展对象，
有的已经转预备，有的刚提出入党申请不
久，还有的在考察中。村委陈惠珍刚刚于 9
月申请入党，进入义务劳动组。“我平时协
助村委会主任做好垃圾分类等工作，加入
义务劳动队后，担子更重了，但想到自己
是老大姐，就一定要带头干好。”
“以后我们把关将更严，宁缺毋滥，入
党申请人必须经过半年时间考验，才能进
入义务劳动组。进入义务劳动组后，没有
认真服务的，也会暂停培养。”李光明说，

下一步，义务劳动组成员每人要准备一个
日记本，记录个人的服务日常，年终进行
总结汇报。

落实党员管理 当好群众“贴心人”
众所周知，绕溪村环境整治、垃圾分
类等工作走在全镇前列。其背后的功臣就
是党员队伍这支“铁军”。
“铁军”是如何练成的？除了每月党日
学习、义务劳动、责任区块管理，重中之
重就是落实“1+X”党员联系群众制度。
与其他村 （小区） 有所不同，绕溪村每位
党员不仅要做好走访记录，而且每月例会
定时汇报问题和解决情况。
不仅如此，为了让党员切实服务群
众，绕溪村每月还开展党员服务竞赛，为
民众解决难事难题，凡经过核查属实的，
可以在竞赛榜上加星。这一榜单的出台，
大大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
“党员就是挑担子为民服务的，凡是进
入义务劳动组，成为党员后，也不能退
出，不仅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
且还要一如既往担任好义务劳动组组员角
色。
”李光明说。
“绕溪村创新举措，严把党员发展关，
并多方面提升新鲜血液的为民服务意识、
为民服务能力，使得党员队伍综合素质提
升不少，成效有目共睹。”横店镇禹山办事
处党建联系员张璐说。

屋基丘小区

打造 A 级景区村庄
□通讯员 孙逸云 周睿
本报讯 上月 30 日，市文旅办一行到横
店镇屋基丘小区验收 A 级景区村庄。一行
人先后参观了综合楼、双山湖、花果山等景
观节点，充分肯定了屋基丘基础设施完善、
小区风景宜人。
为响应横店镇打造全域影视版图的号
召，屋基丘小区近年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美化村居环境，开发乡
村旅游新项目，不仅重新整治山塘渠道，种
植百亩荷花、栽种果树，而且成功举办了多
届荷花节，旨在依托梦上海景区，把屋基丘
打造成为真正的影视旅游一体村。
“原来我们小区只是打造了美丽环境，
A 级景区村庄通过验收后，就要把美丽环境
转变为‘美丽经济’，让老百姓生活在美丽
环境中，过上美好富裕的生活。”屋基丘小
区事务管理组组长应六一说。

本报讯 为方便经营，商家将自家店门
前的“三分地”占得“满满当当”，这样的
现象可不少见，影响市容市貌。近日，横店
行政执法分局就开展了电动车占道经营专项
整治，两日内共立案查处 3 起违法行为。
横店镇十里街可以说是电动车商家的
“集聚地”
，无论是新电动车出售还是旧动车
修理，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由于电动车的属
性，部分商家为扩大经营面积，就直接“占
领”门前人行道，摆放电动车及修理工具，
不宽的通道立马变得拥堵不堪，给来往行人
带来诸多不便。多方劝导无效后，横店分局
对该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不仅如此，还有两个商家占用门前非机
动车道，停放大型三轮电动车，将非机动车
道堵得“水泄不通”，阻碍交通出行。调查
清楚后，横店分局对这两起违法行为进行了
立案查处，对当事人分别作出了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执法人员提醒，门前道路是公共区域，
商家千万不要图一己私利“占道经营”，一
定要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市容市貌。

本报讯 “谢谢众乡亲，胞弟卫卫基本
痊愈。”3 日晚，横店镇烈光坞村农户董巧
芳在和美乡村烈光坞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
言语间透露了满满的感激之意。
原来，在 10 月初，群里发布了一则水
滴筹信息：村民董卫卫生了重病，后续需要
大量治疗费用。此消息一出，群里就炸了
锅。在消息真实性得到村民的证实后，大家
踊跃出钱出力，不仅根据自身能力捐款，还
积极把这条信息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最
终 筹 得 近 7 万 元 钱 。“ 多 亏 好 心 乡 亲 的 帮
忙。”提起之前的捐款事件，董巧芳充满了
感激之情。

横店市场监管分局

开展美丽消费
示范创建指导
□通讯员 李亚红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省政府开展的“放
心消费在浙江”行动，进一步落实化妆品经
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化妆品市场经营秩
序，日前，横店市场监管分局为推进化妆品
“百千万”美丽消费示范工程，在前期开展
示范经营店申报创建后，对辖区内 8 家化妆
品经营单位进一步强化宣传和督促。
该分局工作人员上门向各经营单位发
放了“百千万”化妆品示范工程创建科普
架，化妆品监督管理制度、化妆品示范工
程创建台签等宣传资料，提升经营者及员
工的专业素养、法律知识、安全意识，也
让进店的顾客在消费的同时了解“百千
万”工程，学习化妆品安全知识，积极营
造“经营美丽，保障健康”的经营消费环
境。同时加强督促指导，要求经营单位对
照浙江省化妆品“百千万”美丽消费示范
工程的要求和评价规则，积极自查，加强
进出货台账、索证索票等方面的管理，提
升商品以及服务的品质，确保合理、合
规、合法经营 。
通过示范创建，旨在由点及面规范横店
镇化妆品市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
作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如果购买了假冒伪劣
化妆品，或者发现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化妆品
行为，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

志愿者的别样庆生
□记者 张庆

知艾防艾

12 月 1 日是第 31 个“世界艾滋病日”。11 月 30 日晚，横店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到步行街开
展防艾知识宣传咨询检测活动。通过展示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有奖问答等，向现场群众
讲解防治艾滋病基本知识。现场有 200 多名群众参与，发放艾滋科普资料 200 多份、防艾宣传
物品 800 余份，免费检测 15 人。
通讯员 李海燕

横店交警进村入户 给老人上“安全课”
□记者 陈巧颖
本报讯 3 日下午，市交警大队副大
队长、横店交警中队中队长郑宇珊一行来
到张山坞小区，开展“关爱老人 安全出
行”宣传活动。小区 140 余名老人齐聚张
山坞文化礼堂，认真听交警上“安全课”。
活动期间，交警通过悬挂横幅、分发

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面对面互动等方式， 老人们在
“十问十答”
的互动过程中增强交
全方位介绍了安全出行的相关知识。民警
通安全意识。
“这个活动举办得很有意义，
吴君男则结合老年人的出行实际，围绕身
为了自己和家人着想，我以后出门一定要
边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详细讲解了老年
遵守交通规则。
”吴月香老人说。
人外出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如过马路一
据介绍，今年以来，横店交警中队已
定要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
组织开展了数十次“关爱老人 安全出行”
行”的交通规则、出远门最好有亲属陪同
宣传活动。交警们分批前往公路沿线村
等。活动还设置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让 （小区），
为当地的老人送上交通安全知识。

横店影视学院最大专业培养有道

学生省级一类竞赛连年获奖
□记者 张庆

连日来，横店镇米塘小区持续开展城头
溪米塘段清理工作，清洗河道内淤泥，清理
垃圾。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该河段河道完
成清理。
记者 张庆

□通讯员 周睿

送去温暖 收获感动

电动车商家爱占道
横店开展专项整治
□记者 张庆 通讯员 薛慧素

村民积极捐款
患者基本痊愈

本报讯 近日，在浙江省第四届大学
生证券投资竞赛中，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
院 16 会计 1 班韦超洋、钟晨敏组合，16
会计 1 班程欣蕾、陈婉君与 2018 会计 1
班陈雯雯组合，分获团体赛“投资策略”
高职组一等奖和“市场交易组”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分为
股票模拟个人赛、 团队赛两个大类。其
中，团队赛属于省级一类赛项，专业要求
高，分为投资策略组、量化交易组和市场
交易组三个组别，共有来自省内各大高校
的 878 支团队报名参赛，竞赛环节多、竞

赛周期长、竞争相当激烈。
影视会计专业是横店影视学院最大的
专业，也是热门专业之一。该校师生已经
连续三年参加此项赛事，屡创佳绩。而这
与该校会计专业加大选修课比例、加强一
专多能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息息相
关。该校影视经济学院常年开设的 《证券
投资》 专选课，每次报名火热，120 个人
的大班都“供不应求”
。
“有兴趣听课的人不少，学校又非常
鼓励学生参赛，对获奖者给予丰厚的奖
励，在这种氛围带动下，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参赛积极性高涨。”有着丰富的行业
工作经验和教学经验，也是 《证券投资》

等课程以及竞赛指导的老师、横店影视学
院影视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宋世强说。
横店影视学院非常重视学生专业技能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设立了影视会计实
务、影视成本核算、影视制片管理等一系
列特色课程，还紧密对接横店影视产业，
挑选学生成立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院线
影视出纳订单班，到全国各地实习。由于
学生表现出色，毕业后不愁就业。2017
年，影视会计专业还成为省级特色专业。
“我们还在不断开发影视企业审计、
影视企业纳税实务等课程，提升学生适应
社会需求和自主多元职业选择的灵活
性。
”宋世强说。

本报讯 昨日是世界志愿者日，对于市
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吴爱红来说，这
一天过得很有意义，她既组织活动给别人送
温暖，又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度过了自己 50
岁的生日。
“我本来不想过的，但是几个老兵及家
属一直记挂着我的 50 岁大生日，要给我庆
生，而且刚好是世界志愿者日，团市委刚刚
号召各组织开展东阳志愿服务周活动，我就
想着在今天的红马甲进社区 （敬老） 活动
中，大家一起热闹下好了。”吴爱红不好意
思地说道。
昨日一早，她和协会的 30 多名志愿者
走进横店敬老院，开始筹备敬老活动。有的
志愿者给老人们理发，有的则为老人们带去
歌曲舞蹈等节目表演，还有的志愿者剁馅包
饺子……她也在其中忙得不亦乐乎。
当天 10 点半左右，103 岁抗战老兵任
世朝、90 岁抗美援朝老兵吴兆宁等来自我
市各地的 6 名老兵及他们的家属陆续来到横
店敬老院，一场特别的庆生活动就此拉开序
幕。志愿者、老兵及家属、敬老院老人们唱
起了生日歌，为她庆生。她在大家的祝福声
中许了愿，分享了蛋糕，并和志愿者一起给
老人们送上一碗碗热腾腾的爱心饺子。
其间，还有个小插曲，当听说吴爱红生
日，长年和协会合作的蛋糕店老板也不愿收
蛋糕钱，为她送上一份祝福。
“真的很感动，我和志愿者们给老兵过
了很多生日，但这是第一次和这么多长年志
愿服务的对象、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一起过生
日，而且还是在国际志愿者日这么个特殊的
日子。”吴爱红哽咽着说道，这是她过得最
难忘的一个生日，收到老兵和家属给她送来
的红鸡蛋、长寿面、万年青等礼物，她觉得
很暖心，由衷感到做一名志愿服务者真幸
福。
为她庆生的老兵家属们也很激动。老兵
赵方元的妻子说：“吴爱红就是我们东阳抗
战老兵的女儿，长年全身心地带领阳光公益
志愿者在为老兵服务，她 50 岁大生日，我
们理应为她庆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