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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在基层的探索和实践①

--以浙江宁波“区域党建联合体”为例

刘 慧 赵一夫

一、 引言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
类社会经济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
能动摇。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要求，“扎实推进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近
年来，浙江在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成功探索，
如，在全国率先推出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的党建报表和责任清
单，宁海首创的“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写入 2018 年中央一号
文件，新时代“枫桥经验” 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2015 年浙江宁波市在奉化区试点组建“区域党建联合体”，目
前来看，这一创新举措提升了区域内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水平，
在带动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加、推动区域内各村
联动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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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域党建联合体”的组建背景与工作机制
（一）“区域党建联合体”的组建背景
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金溪河沿岸次第分布着雷山村、蒋

家池头村、金峨村、税务场村、余家坝村 5 个小村庄，全域面
积 18 平方公里，农户 1674 户，户籍人口 4397 人。虽说一衣带
水，但是 5 个村的发展很不均衡。金峨村是远近闻名的花卉村，
村里通过花木产业带领村民致富，超过一半村民住上了花园式
楼房，但是却面临着收入来源结构单一、花木种植效益下降的
问题。而雷山村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 2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却不到 1 万元，在全区建制村中垫底，还欠了 250 余万元外
债。而且雷山村由里岙、水塔地、半亭 3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
村班子成员难以形成凝聚力。富村要转型，穷村要致富，单打
独斗的路径显然走不通，抱团发展才是正途。区域联动发展，
基层党组织的手要先握到一起。2015 年 3 月，宁波市组织部门
在金峨村调研期间，针对农村抱团合作内生力不足、跨村治理
运转机制不畅、发展资源融合能力不强等问题，综合考虑产业
相关、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等多方面因素，于 2015 年 5 月在奉
化区试点组建“金溪五村”区域党建联合体。截至 2018 年底，
奉化区已成立并进入实体运作 41 个区域党建联合体，覆盖行政
村 230 个。

（二）“区域党建联合体”的工作机制
“区域党建联合体”在不改变行政区划、不增加管理层级、

不违背各村（社区）意愿的前提下，按照有内在动力、有管理
幅度、有地域关联、有发展纽带的原则，在部分地域相邻、人
文相亲的区域，以区域党建为引领，以规划共绘、发展共促、
服务共推、治理共管为工作内容，形成区域发展规模效应，增
强区域对内凝聚力和对外辐射力。

“区域党建联合体”通过建立区域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不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书记碰头会，为区域党建、区域
发展出谋划策。联席会议设置会议召集人，一般由各联合体会
议召集人负责召集。根据会议内容，联席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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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议。全体会议每季召开一次，由召集人主持，全体成员
参加，主要任务是贯彻镇党委、政府确定的打造区域党建联合
体建设的工作部署，协调解决区域党建工作中遇到的全局性重
大问题等；专题会议根据需要，经召集人同意后随时召开，由
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主持人主持，由事项涉及的成员支部书
记参加，主要任务是协调区域党建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区域党建联合体”综合考虑区域内各村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发展水平的差异，统筹区域内土地、人力、产业等各种
资源，寻找合作契机和项目，共谋一体化发展。既打破村和村
之间互不干预、限制发展的壁垒，又让各村联动、激发各村抱
团合作的主体意识和主观动能，最终目的是实现“一村富、共
同富”。
三、 “区域党建联合体”的组建类型

（一）强村带动模式
以宁波市“金雁书记”、省“千名好支书”所在村党组织

为龙头，找准与周边村“以强带弱、以弱辅强”的互利点，带
动区域整体进位升级。如，“滕头区域”党建联合体，成立于
2015 年 5 月，由奉化区萧王庙街道的滕头村、傅家岙村、肖桥
头村、塘湾村、青云村五个村组成。滕头村是全国有名的小康
示范村，成立的滕头集团是全国经营规模最大、利税总额最高
的乡镇企业之一，滕头村还是首批全国文明村、全国环境教育
基地、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全国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组建“滕头
区域”党建联合体，旨在发挥滕头的龙头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
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滕头区域”党建联合体立足滕
头“绿色生态”及各村自然资源，编制完成《健康小镇建设总
体规划》，力推村庄建设、产业布局、交通路网、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休闲旅游“六图合一”。2018 年初，“滕头区域”
党建联合体新增了陈家岙村、林家两村，重点实施滕头田园观
光小火车、傅家岙地块商业联动开发等 15 个项目，进一步盘活
资源，做大做强集体经济。

（二）产业纽带模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90%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9F%BA%E5%9C%B0/20667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9F%BA%E5%9C%B0/20667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A4%BA%E8%8C%83%E5%8C%BA/96941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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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区域产业竞合效应，通过帮谋划、帮项目、帮联络、
帮资金、帮开发等方式，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抱团做大优势产
业。如，“莼湖区域”党建联合体，成立于 2016 年 5 月，由奉
化区莼湖镇曲池村、田央村、谢家村、贺墅村、袁岙村五个村
组成。五个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并不明显，共同点是所在
的后琅区域水蜜桃种植历史悠久。组建“莼湖区域”党建联合
体，主要源于五个村决定抱团发展水蜜桃产业。“莼湖区域”
党建联合体推动成立了水蜜桃产业发展与销售联盟，田央村回
收了 10 多年前集体出租的 150 亩土地，由村集体统一开发种植
水蜜桃，可收获时再统一对外出租，租金从原来的每年 7500 元
提高到 45 万元以上。袁岙村由村里统一向个人租赁低产竹林，
经土地改造后统一对外发包种植水蜜桃，村民收入由原来每亩
不到 500 元提高到 5000 多元。曲池村对村民的低产毛竹林进行
复垦，再交由村民种植水蜜桃。五个村还在计划发展水蜜桃产
业的同时，统一编制区域产业发展与乡村旅游规划，打造乡村
旅游精品线。

（三）文化共建模式
整合区域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完善文化设施、培育文化群

团、开展文化走亲，推动文化共建共享，培养区域乡土文化和
乡风文明。如，大堰镇“两新”党建联合体，大堰镇是奉化区
西南部的一个偏远镇，受地域等因素影响，位于镇上的新经济
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党组织在开展党员活
动时，常常遇到不少困难。有的支部只有三四名党员，活动很
难组织起来，开个短会半小时，来回车程将近 2 小时。党建资
源难整合、党建活动难开展、党员作用难发挥一直是大堰镇“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难点。为此，大堰镇 2016 年成立了 2 个区
域党建联合体，鼓励地域相近的农村党支部抱团发展，于 2018
年 7 月选取大堰商会、金缘光电、富发金属、华悦春光、钟业
协会、一路上旅联盟等 6个地理位置较近、支部队伍较强的“两
新”组织成立第一个“两新”党建联合体，实现党建闲散资源
最小化、商会支部党员孵化及党建示范点帮带等作用发挥最大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7%BB%8F%E6%B5%8E%E7%BB%84%E7%BB%8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7%BB%8F%E6%B5%8E%E7%BB%84%E7%BB%8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7%A4%BE%E4%BC%9A%E7%BB%84%E7%BB%8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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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循序渐进地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各企业的日常工作中。
（四）项目联动模式
着眼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以市级及以上重点工程、

重大项目激发各村抱团行为、党群参与意识，力促党建与项目
互促互进。如，岳林街道“党建+征迁”区域党建联合体，岳林
街道地处奉化城区县江以东，下辖 23 个行政村 9 个居民社区，
是宁波市实施城区东扩、建设东部新城的重要拓展区，征迁问
题是近年来面临的最大问题。自 2016 年 10 月起，岳林街道内
建起 4 个“区域党建联合体”，将党组织阵地覆盖到推进征地
拆迁项目第一线，各项目指挥部在成立之初，街道广泛吸纳参
与项目的区级部门、街道、村（社）等党员组建临时党支部，
书记由兼任项目常务副总指挥的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担任。街道
重点项目相关村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带头支持征地拆迁工作。
迎恩社区斗门支部的党员干部首先在征地协议上签字领款，圣
墩村支委葛礼君除了带头完成自家房屋丈量评估，还利用其在
村里的人脉关系，成功动员片区内 80 多户村民提前完成入户调
查及丈量评估工作。

（五）服务共享模式
整合区域服务资源，推进一站式中心服务区和特色性功能

服务点，延伸服务范围、扩大服务内容，提升农户实惠感。如，
萧王庙街道“棠云美谷”区域党建联合体，针对山民来往街道
交通不便的问题，在中心村翻建区域便民服务中心，在周边村
设置商贸、文体、养老等服务点，得到各村群众一致好评；西
坞街道“水乡古镇”区域党建联合体，将线路咨询、景点宣传、
投诉救助等服务模块布局各村，加快区域水乡景区的打造进程。
四、 “区域党建联合体”取得的成效

（一）提升了区域内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水平
近年来，宁波市在村级层面实行“竞标选才”“领雁工

程”“异地任职”等一系列人才工程，着力加强农村党组织带
头人队伍建设，旨在培育一批坚强有力、开拓创新的基层党组
织领导班子，选配一批敢想敢干、一心为民的乡村振兴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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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领雁工程”为例，以“干事创业有思路、村务管理有规矩、
服务群众有感情、带领队伍有办法、廉洁公道有口碑”的“五
有”标准选拔村支书，面向全市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金
雁奖”评选。同时，探索实行不称职村干部“歇职教育”，建
立不合格村支书退出机制。2017 年村级组织换届，奉化区共外
引 296 名能人回村任职，其中 28 名当选村书记、215 名进入村
级班子。新一届村书记队伍中善治里、能带富的占 73.6%，（曾）
创办企业的占 40.5%，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的占 28.35%，有 12
名村支书实现跨村任职。

“区域党建联合体”搭建了村与村之间对话的平台，通过
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村干部共商区域内各村发展要务。
通过这个平台，基层党组织建设弱的村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强的
村为样板，提升了区域内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水平。以“金溪
五村”区域党建联合体为例，金峨村书记周康健是召集人，他
2002 年 9 月任村书记以来，全身心扑在村务上，使一个“山穷
水直地薄”的贫困村发展为“山上绿色银行、山下别墅成行”、
花木年产值 2.5 亿元的新农村建设样板村，他曾获省优秀共产
党员、省劳动模范、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并当选为宁
波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也是宁波市首批
“金雁奖”殊荣获得者。仅 2016、2017 年这两年来，周康健书
记先后召集组织召开了 30 多次联席专题会议，商定了包括金溪
五村党建氛围布置、党建制度建设等 20 多项事务。制定了《“金
溪五村”区域党建合作公约》，修订了《党员党性健康卡》，
对区域党员进行规范管理，通过行为表现考评引导党员积极参
与农村各项事业发展。通过书记结对、互派干部和后备干部跟
班体验等多种形式，提高干部工作技能。余家坝、雷山村书记
经常到金峨村取经，周康健也凭借多年管理村务、经营企业的
经验，为他们出谋策划。

（二）推动了区域内各村联动发展
农村产业集聚化程度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在全国普遍存在，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浙江，这一问题仍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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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内各村共同发展是组建“区域党建联合体”的最终目
的。截至 2018 年底，奉化区 88 个经营性收入 5 万元以下的经
济薄弱村全部摘帽。其中，在农村片区建立运行 38 个“区域党
建联合体”，通过强村辐射、资源整合、产业众筹等方式，实
施产业共营、品牌共育、宣传共推，依托金峨村花卉苗木、林
家村水蜜桃、锦溪村香榧等 17 个强村产业优势，辐射带动一批
经济薄弱村，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滕头区域”成立资本管理公司，广泛吸收薄弱村集体资
金、土地等闲置资源，依托省高等医药专科学校等重大项目，
共同开发商业街、特色民宿等三产项目，区域内肖桥头村、傅
家岙村以土地入股养老院项目，获得 6%左右的年化收益。此外，
挖掘各村资源和人文优势，帮助各村融资金、引项目，壮大集
体经济，青云村通过改造电镀厂、茶厂及盘活粮仓等 8 条途径，
年集体收入从原来 30 万元增加到 60 多万元；“金溪五村”编
制了《“五村一体”乡村休闲旅游规划》，设定了 6 年内将金
溪区域打造成 3A 景区的目标，通过引进农家乐、自行车道、漂
流、攀岩等项目，薄弱村雷山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近 15 万元，
区域内村民人均收入近3万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0万元；
“绿动大雷山”编制了《大雷山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以杨家
堰南山茶场为辐射点，在各村布局“种、采、制、品”的茶产
业链条，并通过“众选众筹”方式，集资 80 余万元建设“竹海
山庄”茶主题民宿，共同举办茶文化节，2018 年接待游客近 3
万人次，有力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五、 启示

（一）选拔优秀带头人是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前提
一名有能力、有情怀的村党支部书记，对于一个村、一个

区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宁波市在村级层面
实行“竞标选才”“领雁工程”“异地任职”等一系列人才工
程，在农村致富能手、乡土人才、新乡贤、务工经商返乡人员、
退役士兵、优秀大学生村官等的党员中优选村党组织书记，并
加大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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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招聘事业编制人员力度，对获得“金雁奖”的村支部书记
在任职期间给予每年 15 万元的“金雁津贴”，一系列措施为乡
村振兴选配了一批优秀的带头人。2018 年奉化区也组织评出首
届“金雁奖”“银雁奖”13 名村社党组织书记，区辖的 376 个
行政村（社区）中掀起一股学习“领头雁”的热潮，激励了更
多基层干部比学赶超、争先进位。但是也要关注选出人才后如
何留住人才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如，在大幅
提高村干部待遇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村干部队伍职业化制度；打
通年轻优秀村干部晋升通道，定期从优秀村干部中公开选聘乡
镇事业编制人员等。

（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保障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物质基础，然而村

级集体经济薄弱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短板，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实践证明，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密切相关，村
级集体经济越好，越有能力为村民提供服务，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也越强，干群关系十分融洽。“区域党
建联合体”通过强村带弱村、先进党组织带落后党组织，最终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如，“滕头区域”以强村滕头村
为依托，2017 年滕头村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6 万多，是全国平均
水平 5倍多，村党委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金
溪五村”以强村金娥村为依托，2017 年金峨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3 万多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145 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当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多种途径，但是关键是要有一个好
班子，特别是要有一个优秀的带头人。

（欢迎引用、摘编、全文刊载，请注明出处，尊重著作者知识产权。）

责任编辑：胡向东 黄丽江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联系电话：(010)8210670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传 真：(010)62187545 邮 编： 100081
电子信箱：iae@caas.cn 网 址： http://www.iae.org.cn

mailto:iae@caas.cn
http://www.iae.org.cn

	近年来，宁波市在村级层面实行“竞标选才”“领雁工程”“异地任职”等一系列人才工程，着力加强农村党组织
	“区域党建联合体”搭建了村与村之间对话的平台，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村干部共商区域内各村发展要
	（二）推动了区域内各村联动发展
	农村产业集聚化程度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浙江，这一问题仍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