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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台比擂，赛出创第
一等工作的最高标杆

赛场秋点兵，党务论英雄。8 月 21 日，大
赛在南昌、鹰潭、宜春、新余同时举行，激活党
建工作的“一池春水”。

在素有“月亮之都”美誉的宜春市，农村基
层党建 50个参赛案例在这里同台比拼。“推
行‘四可’工作法，推动‘党建+颐养之家’提质
升级”“让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井冈山市
茅坪镇‘红色名村’创建的探索和实践”“总书
记带来的嬗变——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实践”……一个个贴近实际的选
题，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演示，一次又一次打动
在场的评委和观众。

新余是《天工开物》的成书地，天工文化凝
聚着工匠精神。百年天工文化的厚重沉淀,千
年工匠精神持久锻造,让工业文明厚植在钢城
新余。城市基层党建项目在这里百舸争渡、演
绎精彩。新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刚带来“八
有模式抓示范，城市治理添动力”案例，从有模
有样、有举有措、有章有法、有成有就“八有”出
发，阐述了新余市通过创建“共产党员示范
市”，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实现“民得实惠、党得民心”成效，

一举赢得一等奖。

话党建、比技能、谈体悟，81名社会组织党

务工作“尖兵”，带着51个精品党建案例齐聚英

雄城南昌。“四同两创”模式、“123+N”工作法、

“三联三访三促”机制、“党建+乡镇商会”……

擂台上，选手亮出真功夫、拿出硬本领，激情澎

湃、你来我往；赛场外，大家互相找差距，赛后
结友谊，交流心得、传经送宝。“选手们的精彩
展示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既看到了社会组织
各领域为破解基层社会组织党建所做的探索，
所取得的良好社会效果，更感受到我们社会组
织党建领域党务工作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貌。”精彩的擂台赛，让担任评委的上饶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与社会组
织工委书记程德冰深有感触。

50 个非公经济组织基层党建项目在贵溪
市对决。既是大赛的承办者，又是选手，贵溪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勇凯以破解非公联建党
支部“联而不合”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向大家阐
述了该市实施“五推五破”工作法，调动支部书
记积极性、争取企业主支持、激发党建工作合
力的典型案例。“立足于从深层次补齐联建支
部短板，重点是完善支部运行机制，关键是加
强支部书记‘头雁’队伍建设，实现党建‘红色
引擎’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目
标。”他在结尾处的点题赢得了观赛者们的阵
阵掌声。

经过一个双休日，大赛硝烟越发浓烈。8
月 24 日至 25 日，全省 138 名选手带来学校、公
立医院等事业单位领域 100 个基层党建案例，
在景德镇市进行了为期 2 天的对垒。比赛现
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5G 互联网、AI 人工
智能等智能手段应用于党建工作中，给大家
耳目一新的感觉。“以智慧‘三法’、赋能党建

‘三化’”，景德镇市昌江区实验学校利用现代
技术手段打造了一个集宣传展示、教育学习、
智能服务、积分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慧
党建”云平台，探索出一条“智享、智控、智联”
特色党建新路子，为党建“三化”助力赋能，赢
得大家的认可。

8 月 25 日，国企党建项目在鹰潭市开赛。
50 个案例同台竞技，选手们通过鲜活的事例、
丰富的数据、生动的图片和视频，阐述党建工
作的好经验好方法，把国企党建的亮点工作一
一展示，使大赛一度进入白热化。由于出现同
分案例，大赛组委会增加一个二等奖奖项。江

铜集团德兴铜矿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谢文雨
是一名“95 后”党务工作者，她以《扶贫路上党
旗扬》为题，围绕“党建+”主题，结合江铜扶贫
真实案例，介绍了一套国企党建优势与贫困地
区资源有机结合的特色扶贫模式。她表示，这
次大赛不仅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技能比拼，更是
一场群英荟萃的党务知识盛宴，凝聚了广大基
层党务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如何破解机关党建和部门业务“两张
皮”？如何找准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结合
点”？8 月 27 日，来自全省各级机关党组织的
84 名党务干部，携机关党建项目 51 项精品案
例再聚洪城，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党建在战时
亮剑”“心连心联合党支部”“三建三强树营商
标杆”“两结四引助力脱贫攻坚”“一路三定建
设青年党员‘加油站’”……擂台上，选手们紧
扣机关党建“中梗阻”“灯下黑”“两张皮”问题，
亮绝招谈体悟；看台下，观众们时而凝神静听，
时而拍手叫绝，时而应声喝彩。

一场赛事就是一块“磨刀石”，也是对高质
量高标准办赛的实际检验。如何防控疫情、如
何节俭办赛、如何防止“说得好就是干得好”，
两个多月的筹备，一场场“诸葛会”，一个个“金
点子”，省委组织部、各工委和各市委组织部聚
焦“安全办赛、节俭办赛、公正办赛、规范办赛”
要求，对大赛组织工作不断优化，构建出全局

“一盘棋”、上下“一张网”的工作合力。五个赛
区一丝不苟，坚持安全办赛，毫不放松落实好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各个赛区都要求参赛人
员在报到、入住、比赛等各个环节全程佩戴口
罩，同时，做好体温测量、免洗手消毒、“赣通
码”扫码查验等工作。坚持节俭办赛，认真落
实中央和省委“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遵
守公务活动有关纪律条令，严格控制经费支
出，反对铺张浪费。坚持公正办赛，35 名评委
都来自于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丰富的专家型领
导、相关领域和行业基层党建工作成绩突出的
基层党组织书记和业务骨干，明确评分标准，
强调工作纪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坚持规范
办赛，从选手报到到比赛结束，各赛区严之又
严、细之又细，分解任务、责任到人，遇事多思
考、多沟通、多报告、多衔接，做到一环扣一环，
不出纰漏、不出差错。

以赛促学，提升创第
一等工作的能力水平

这次大赛的最大特点就是党委书记示范，
组织部长带头，通过书记和部长带头报名、带
头备赛、带头登台，推动全省广大基层党务工

作者及时跟上、踊跃参赛，在赛中学习、在比中

提升。645名参赛选手中，组织部长、各级党委

书记、基层党支部（党总支）书记共204人，占比

31.6%；402 名主讲人中，覆盖到基层党建各个

领域，年龄最小的有“95后”，各级党委书记、组

织 部 长 、基 层 党 支 部（党 总 支）书 记 占 比

35.1%。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参赛的党务

工作者，不比职务比党务、不晒资历赛能力，既

当“老师”又当“学生”，既尽情展现了个人的

“含金量”，又虚心捕捉别人的“闪光点”。

“虽然没有获奖，有点遗憾，但在备赛、比

赛、观赛的过程中，学到了党建知识，查到了业

务短板，找到了工作不足，开阔了思路、启迪了
思维，充了电、加了油，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
也是收获满满。”来自新余的赣西科技职业学
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姚继超带来案例《党团组织
进宿舍，开辟基层党建工作新阵地》，展示了该
校发挥党团组织先锋模范作用，开辟学生宿舍
阵地，引导青年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推动形成以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
员青年、学生骨干为核心，广大同学共同参与

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在景德镇赛区，有一对来自吉安的师徒选

手。十几年前，井冈山小学党支部书记张青云
曾担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管
理办公室党支部支委委员罗建梅的班主任老
师。这次师徒双双出征，参加事业单位党建项
目的角逐。既是师徒、队友，又是竞争对手。
赛前，师徒俩就经常在一起交流党建工作经

验，讨论案例如何修改；赛中，互相鼓励、互相打

气、分享比赛经验；赛后，更是双双取得二等奖的

好成绩。“同一个赛区、同一个项目、获得同样的

奖项，真的是太有缘了。比赛不仅是比技能，也

是比积淀，比抓党务工作全方面的能力。这次
参赛，老师还像以前一样对我非常照顾。”赛
后，罗建梅满满的感动。

“全部都是‘干货’，看完很‘解渴’、很受
用”，丰城市委组织部干部闵慧激动地说，“此
次大赛代表全省党务工作最高水平、最高标
杆，参赛选手高手如云，将各地党建工作好经
验好做法，进行了最生动、最精彩、最完美的呈
现，许多困扰许久的问题，今天找到了答案。”
选手们或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或激情满怀、慷
慨陈词，从不同的视角阐述对基层党建的理
解。不管是选手，还是观摩人员，普遍反映，这
次大赛是一次学习的盛宴，是一次思想的碰
撞，是“争创第一等党务工作”的集中体现，参
加大赛终生难忘，观摩大赛受益匪浅。景德镇
昌南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罗家桥乡党委书记
徐国明走出赛场，仍然兴奋不已，“在全省基层
党建‘三化’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当下，能参
加一场这样的党务技能大赛，对我们来说既是
考验也是机遇，不仅让我们全面梳理总结了全
乡基层党建工作的经验成果，也向来参赛的其
他地区选手学习了先进做法，不断优化自身工
作，提升基层党务工作队伍的活力与创造力。”

两年的等待、期盼和磨练，全省党务干部
都铆足了劲，努力在赛场上展现本地本单位最
具特色、最有亮点、最富成效的工作，涌现出了
一批“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经验做法，处
处闪烁着江西党建智慧。“党务技能大赛是党
建工作的集中‘赶考’，也是党务干部的集体

‘阅兵’。”担任评委的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
黄国平感慨，“通过打擂台，基层党建的魅力、
党务干部的活力得到了充分展现，令人倍感振
奋。”

“分出胜负不是目的，是否获奖并不重
要，互学互鉴、增强本领、推动工作才是根本。”
连续两届参赛的吉安市吉州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谢启龙说，“技能大赛能够锻造一支开口能
讲、提笔能写、下乡能干的党务能工巧匠队
伍。”中船九江海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施丽
欣深感不虚此行，表示“将学习其他选手第一
等的精神状态、第一等的经验做法、第一等的
务实作风，永葆党务工作热情。”

备赛、比赛、观赛，每个环节都是发现短
板、破解难题、查缺补漏的过程。“从准备到登
台，前后历时月余，赛前几易其稿、挑灯夜战，

现在觉得一切都值了。”宁都县委组织部干部

胡晖，向观众们生动地展示了宁都县抓实“党

课开讲啦”，创新县直机关党课教育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赢得满堂喝彩。练为战、赛为干，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基层党建工作，得有

“几把刷子”才行，思路、方法、作风也同样重

要。许多参赛选手表示，通过大赛，更加坚定

了做好基层党建的信心，并进一步认识到，绳

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只有下决心、

不畏难，才能磨练真本领、挑起硬担子；只有安

下心来多学习、静下心来勤思考，才能拿得出
实招、见得到实效。广大党务工作者一致认
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把“求解思维”“优解
思维”贯穿工作始终，必须深耕细作、下足“绣

花”功夫，必须持之以恒抓落实、久久为功求实
效，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的“优质品率”。

以赛破题，寻找创第
一等工作的金钥匙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景区服务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国游客对革命圣地井
冈山的印象。我们坚持 5A级景区创建A级党
建标准，实施岗位亮身份、服务亮标准、党员亮
承诺，深化先锋创绩、志愿服务、星级评定、‘微
笑之星’评比四项活动，让党旗在景区中飘扬，
让党徽在游客中闪耀。”来自井冈山旅游发展
总公司的党务干部何阳以《红色引领、党建发
力、国企发展》为题，针对景区点多面广，党建
工作容易出现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探索推动党建工作与景区管理、服务游客等工
作同频共振、双促共赢的实践探索。

石城县通过调研摸排、资格联审、规范程
序，有效推进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
挑”；余江区春涛镇滩头村坚持“党建引领、理
事会主导、群众主体”，创新社会治理；铅山县
通过织好“组织网、产业网、评价网”，破解非公
企业缺资源、缺渠道、缺群众信任以及村党组
织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难题，实现非公党
建和脱贫攻坚的互促共赢……一道道现实难
题，一个个典型案例，涌现了一批破解基层党
建难题的“好办法”。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大赛坚持问题
导向、实践导向、效果导向，紧密结合实际案
例，以案说理，总结经验、破解难题、探索规律，
提倡真实自然，防止“说得好就是干得好”，防
止“干得好不如讲得好”。案例中既有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的“蝶变”实践，又有“硬核”发力跑
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加速度”的有益探索；既
有解决机关党建“两张皮”的做法，又有打造企
业党建“升级版”的经验；既有激活“神经末梢”
抓实支部建设的体会，又有深化街道社区管理
体制改革的成效，展示了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扫黑
除恶等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中，在推进基层党
建“三化”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的有效实践、典型事例和感人事迹。

上栗县持续开展“群众贴心人”活动，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会昌县、南昌市红
谷滩区、九江市濂溪区等地打造“红色物业”党
建，让物业企业“有党在、听党话、跟党走”；萍
乡市安源区探索“树状工作法”，发挥枢纽型社
会组织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选手们深
刻把握基层党建工作环境、对象、方式的新变
化，提升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分享了一
批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好思路”。这些案例都
源于火热的实践、活跃的创造，为全省基层党建
工作积累了丰富素材，注入了强大动力。参赛
选手一致认为，好的党务工作模式不光要做出
来、干出来，更要提炼出来、推广开来。

以赛凝心，展示创第
一等工作的精气神

“舞台再大，不上台竞技，就无法展示精
彩；经验再好，不交流切磋，就不能取长补短。”
庐山市白鹿镇党委书记刘永安表示，赛后，将
打包“绝活”、满载“妙招”，拿出“争创第一等党
务工作”的精气神，推动全镇党建工作大提
升。刘永安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大赛充
分展现了党务工作者的活力、基层党建工作的
生命力，激发了全省党务工作者争创新时代

“第一等党务工作”的动力。
“更加增进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
同。”追随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足迹，井冈山市
茅坪镇、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赣州稀土集团
生动讲述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
中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擦亮党建品牌的精彩
故事，让现场听众进一步加深了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护士长，我向您申请第一批进入病房工
作，我在 ICU工作时间长，又是党员……”今年
年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医护工作
者们不畏艰险，逆行而上。大赛现场，许多医护
选手结合PPT、视频等方式，再现了抗疫一线的
感人场景。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副院长唐浪
娟带来的案例《党建领航托举生命之舟——武
汉抗疫斗争前线的党建探索与实践》，生动展示
广大医护党员践行初心使命、逆行而上的美丽
身影，感动着现场观众，荣获一等奖。

案例中有不少挖掘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讲述。有的创建“红
色名村”，让历史荣光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有的
打造“红色课堂”，把红色基因教育融入立德树
人的教学实践；有的连续 19 年培育红色小导

游，持续开展“浸润式”的教育，将红色基因融

入青少年血脉；有的点燃“红色引擎”，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每个案例的背后都是火热的
实践、都是活跃的创造、都是智慧的结晶。莲
花县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全红县”，是秋收起
义的策源地和引兵井冈的决策地，县级摸底的

“红色名村”就有30余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和深厚的红色历史。莲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刘敏在台上分享案例《让“红色名村”焕发新的
时代光芒》，她激动地说，“有幸亲历这次大赛，
短短几个月，百易讲稿、频繁讲练，备赛期间一
边努力一边受益，不知不觉精进了组工业务、
提炼了工作经验、推介了本地优势、学习了他
山之石，更凝聚了组工队伍的精气神。备赛之
余，惊喜地听到常被当作‘小评委’的7岁小儿，
常能脱口而出我讲稿里红色名村的片段，顿感
红色基因传承的强大力量，正潜移默化传承到
一代又一代。”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每个参赛

选手只有短短 8分钟的展示时间，但一字一句

都凝聚了智慧和心血。通过一个个经典案例，

更加彰显了基层党组织的强大组织力。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社会治理等重大任务，是检验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强不强的“试金石”，试出了全省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特别是，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广大党员医护人员不畏艰险、

逆行而上，涌现出“党建领航托举生命之舟”

“党旗成为战疫的‘灯塔’”“‘疫线’淬初心、聚

力强堡垒、疫情一线炼真金”等感人做法，拨动

着在场观众的心弦，让大家深刻体会到哪里最

危险、哪里就有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用，深刻

认识到全省基层党建工作基础扎实、氛围浓

厚，进一步增强了党员意识，进一步增强了做

好党建工作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井冈山市茅坪镇是八角楼所在地，如豆的

灯光下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

光辉著作，这次能够用毛主席的诗词讲述茅坪

镇创建“红色名村”的实践，也让茅坪镇党务干

部刘家铃倍感兴奋，信心满满：“这次赛事十分

精彩，亮点纷呈，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凝聚了党
务工作者日常工作中的心血，展示的是技能，
带来的是破解难题的思路和方法，‘做好第一
等党务工作’，看我的！”

以党建铸魂，用匠心筑路。两年一度的大
赛虽然已经拉上帷幕，但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却在全省党务工作者中越磨越亮。“争创第一
等党务工作”，正在赣鄱大地如火如荼地延展
…… （省委组织部供稿）

党务大比武 党建大练兵
——全省“争创第一等党务工作”党务技能大赛侧记

八月流金似火，赣鄱激情涌动。8月21日至27日，为期一周的全省“争创第一等党

务工作”党务技能大赛7个项目在南昌、景德镇、新余、鹰潭、宜春等5个赛区设擂比武，

全省645名选手携402个基层党建精彩案例分领域参加角逐。这既是一次全省党务精英

的巅峰对决，又是一次“争创第一等党务工作”的再动员。大赛共评出23个一等奖、46个

二等奖、92个三等奖，在全省营造了“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浓厚党建工作氛围。

这是继2018年12月全省首届党务技能大赛之后，时隔两年，全省党务工作者的又一

次大检阅、大比武、大练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党务干部是基层党建工作的

中坚力量，是落实‘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重要保障。举办这次大赛，就是为了贯彻落

实《2018-2022年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规划纲要》工作安排和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的部署

要求，通过赛技能、破难题、促工作，推动全省党务工作者学习党务知识、增强党务本领、

提高党建水平，争创新时代第一等工作。”
88月月2121日上午日上午，，全省全省““争创第一等党务工作争创第一等党务工作””党务技能大党务技能大

赛农村基层党建项目在宜春拉开帷幕赛农村基层党建项目在宜春拉开帷幕。。

8月24日至25日，学校、公立医院等事业
单位党建项目在景德镇正式开赛。

国企党建工作项目国企党建工作项目2121名获奖选手名获奖选手（（含团队含团队））及颁奖嘉宾集体合影及颁奖嘉宾集体合影。。

赣州市宁都县委组织部干部胡晖赣州市宁都县委组织部干部胡晖
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念好念好““五字诀五字诀”，”，抓实抓实““党课党课
开讲啦开讲啦””———宁都县创新县直机关党—宁都县创新县直机关党
课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课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来自井冈山市茅坪镇的党务干来自井冈山市茅坪镇的党务干
部刘家铃与大家分享了当地部刘家铃与大家分享了当地““红色名红色名
村村””创建的探索和实践创建的探索和实践。。

南昌市青云谱区委组织部副科南昌市青云谱区委组织部副科
级干部级干部、、区委党校区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区行政学院））副校副校
长房璐向评委介绍该区党建案例长房璐向评委介绍该区党建案例《《激激
发党建活力发党建活力，，汇聚星星之火汇聚星星之火》。》。

鹰潭市月湖区四青街道民欣社区
党支部书记余聪平讲述基层党建品牌
——“党建+嵌入式居家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