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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员带动去做那些居民喜欢

的好事，化解群众心里的难事，去除

邻里间的烦心事。把群众所求、群众

所想、群众所需的内容融于活动和载

体之中。

2012 年，大连市沙河口区委组织

部将南沙街道党工委开展的“百人百

岗百事”党员设岗定责活动推荐为大

连市党建创新品牌。

这是为什么？带着疑问，2013年 3

月 4日，《中国企业报》全国两会报道

组记者，“走基层、访一线”，走进全国

首家实施 “百人百岗做百事”的街

道———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街道。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大代表、南沙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大庆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介绍说：“立

足于党员工作、生活岗位，确定党组

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内容和责任，从

而使得党员的作用与群众的需求实

现了最有效的对接。让基层党组织把

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挑了起来。由党

员带动去做那些居民喜欢的好事，化

解群众心里的难事，去除邻里间的烦

心事。把群众所求、群众所想、群众所

需的内容融于活动和载体之中。”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连市沙

河口区南沙街道党工委本着“方便操

作、按需设岗、以岗定责、自主自愿、

逐步推进、发展创新”的工作理念，整

合社区资源，合理设置岗位。

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党

员自荐、他人互荐、一人一岗、一人多

岗、多人一岗、便于服务”等形式进行

认岗，同时公示认岗党员姓名、服务

内容、联系方式、履职情况等。让党员

依托岗位，开展承诺服务。根据居民

的需要和社区党员队伍的实际情况，

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片，使社区党员

按照“就近、便利、适合、有为”的原

则，编组上岗，细化了各个岗位的职

责，使“百人百岗百事”党员设岗定责

实践活动更具可操作性。

在深入社区的采访中，记者获

悉，为了强化党员设岗定责工作责任

制，南沙街道党工委实行了“三化一

延伸”的管理（岗位责任化、工作制度

化、管理规范化，向长效性延伸），建

立了“定期督查、定期考评、动态管

理、纵深发展”四项工作机制，使党员

设岗定责工作按照一整套的制度标

准进行运作。

为不断丰富“创先争优”活动内

容，南沙街道党工委在实践中不断拓

展和延伸“百人百岗做百事”活动领

域，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由个体向群

体发展。积极开展“组团式”服务，不

断加强“百人百岗做百事”活动服务

队伍建设，形成“个人认岗、团队服

务”的党员服务机制。把技能相同、居

住相近的党员组织起来，结合社区实

际，整合辖区资源，组建群体性党员

服务队，目前，南沙街道各社区成立

党员服务团队 37个，正从不同方面、

不同层次全方位服务群众。

据悉，南沙街道党工委所辖 12个

社区，党总支共设立了 18大类 181 个

岗位，2800 多名党员根据自己的特长

认领了岗位，党员参与率达到了

81.2%。

据记者初步统计，近四年来，南

沙街道党员参与为民服务 11000多人

次，为群众解决各类困难 8000 多件

（次），收到群众表扬信 170余封、锦旗

19 面，为群众解决各类困难、问题和

矛盾 1700余件（次），南沙街道党工委

四年表彰“岗位明星”327人次。

在深入走访中，很多党员高兴地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们深入楼

院家庭，讲百姓心里话，唠百姓关心

事，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

时反馈到街道和社区，形成了一条畅

通的信息渠道。

南沙街道各个社区开展的“百人

百岗百事”活动，使广大党员发挥了

积极作用。他们服务人民群众，为实

现个人价值找到了依托。透过“百人

百岗百事”，广大党员越来越感到自

己“还有用”，居民会越来越看到党的

伟大，从而更加坚定信党、爱党、跟党

走的决心。

百人百岗做百事
———大连南沙街道党员设岗定责活动侧记

张大庆向记者介绍有关情况

“铁人岳喜芳”终于病倒了。

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稍有好

转，她就悄悄地来到大连，背着大伙

儿做手术。按医嘱需要休息 3 个月，

而她仅休息 16天就上班了。

在长海县，提起“岳喜芳”这个名

字，可谓家喻户晓。她任村党总支书

记 10 年来，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把小

盐场村从问题多、负债多、贫困户多

的“三多村”，建设成为大连市先进

村、辽宁省文明村，她个人也因此荣

获了全国三八红旗手、辽宁省劳动模

范、大连市人大代表等 21项荣誉称

号。

说千件不如做一件

岳喜芳上任后，她首先带领班子

成员走街串巷、进家入户，了解群众

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岳喜芳把每户

村民的大事小情都时刻挂在心上，谁

家有红白喜事，她都要帮一帮；哪位

村民病了，她都去看一看；天下大雨，

她就绕着村里转一转；她主动带头与

困难群众结成对子，尽己所能地帮助

困难群众。

记者了解到，岳喜芳刚一上任，

就马上与年近 80岁的傅连恩老两口

和单亲家庭妇女傅吉春结成帮扶对

子，只要腾出空来就到这两家去看一

看、望一望，这一帮就是 10年。

在她的带动下，全村有能力的

党员都与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

办实事 280多件。村民们说，有党组

织和党员们在，再大的坎儿也能过

得去。

聚众拾柴火焰高

自 90年代初，岳喜芳就在海上

搞养殖，并在村里率先致富。2001

年，她被党员群众推选为村党总支

书记时，村里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

记者了解到，此时全村人均收入只

有 2700元，村固定资产 9.6 万元，负

债 640 万。面对困难，她没有退缩。

肩负着群众的信任、担负起人民赋

予的这份责任，暗自下决心，一定要

带领群众摆脱困境。岳喜芳根据村

里靠海的优势，提出了发展海上养

殖、共同实现致富的思路，很快赢得

党员群众的积极响应。她带领村民

从镇里承包了 210亩海区，开始了海

水底播养殖。村里没资金，她就带头

拿出 3万元，和其他党员集资 18.9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群众没技术，

她就聘请老师讲课；产品没销路，她

就利用自家的销售渠道把产品卖出

去。当年，村集体就收入了 30万元，

让群众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她没有

满足，又带领大家进一步扩大规模，

改造海底，修建养殖海参的“石房”，

白天与大家一起出海，晚上就睡在

海边看护海区。经过多年的努力，小

盐场村全村的养殖规模已经发展到

2.8万亩。

修起通往幸福之路

小盐场村有几条在全镇都出了名

的“破路”，其中通往北坨屯海边到东

炉屯站一条长 2公里的土路，狭窄且

凹凸不平，逢雨雪天车子就窝在里边

出不来，村里养殖户的扇贝，与邻村同

样的质量却卖不出相同的价格。为了

修路，岳喜芳带领村里党员干部无论

刮风下雨都坚持干在第一线，村里的

群众也纷纷义务修路。路畅通了，困扰

养殖户多年的行路难、运输难的问题

得到了彻底解决，商家也纷纷来到小

盐场村经销海产品，养殖户的收入多

了，渔村也发展了。在群众的支持下，

村里共投资 540万元，修复村屯路 8.6

公里，安装路灯 206盏。投资 190万

元，修复码头、挡浪坝 200米。投资 46

万元，建设 120平方米的多媒体活动

室，开凿和维修了十几眼水井。

一年、一年的投入，村容村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

进一步提升。2006年，小盐场村被确

定为辽宁省和大连市巾帼示范村。到

2011 年底，全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2.1万元，村可支配财力增加到 551

万元，社会总产值实现 3.679亿元。

村民们给村里送来一块刻有“拓

荒者”三个大字的牌匾。牌匾的题字

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锐意进取、

开拓直前”，画面是一头耕耘的老黄

牛。村民们说：“这就是以岳喜芳为首

的村两委班子的真实写照。”

“张晶，大山村不能没有你！”

百姓在张晶年终述职后的评议写道：“张晶，大山村不能没

有你！”这是百姓的心声，也是对张晶付出的最好回报。

时间追溯到 2001年 2月，带着当时甘井子区凌水镇党委

的重托，带着大山百姓的殷切期望，她担任大连峰凌实业公司

总经理和大山村党政一把手。她从此成为改变大山村落后面貌

的带头人。

“三把火”沸腾了大山村

当年的多数村民，对于张晶的到来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

趣。大山村人已经穷惯了，对谁是领导有些麻木，他们不指望这

位曾经当过“孩子王”的女书记能创造什么奇迹。

张晶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男人能干的

女人也能干，即使男人干不好的，女人也能干好。”

为了过上“好日子”，张晶结合大山村实际，因地制宜地制

定了“一年整顿、二年有起色、三年见成效”的低起点、小步走的

三年规划。为了能如期完成三年近期目标，她很快就在大山村

烧起了三把火。

张晶认为，要花好每一分钱，让集体财产为民造福。张晶第

一把火首先烧向了大山村党政领导班子。她从上任起就实施财

务公开和村民代表民主监督，凡重大决策或重大经费支出，必

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1万元以上的支出必须党委班子集体签

字；为把住干部廉洁从政关，张晶聘请了审计部门专家，作为大

山村的财务总监，对村、公司账目进行全方位监控管理。

面对 800万元外债、20万元流动资金，如何能把经济建设

搞上去？张晶烧的第二把火是决策建设大山工业园区。一方面

可以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招商引资，繁荣区

域经济，这一决策也为如今建设的 8000余平方米的工业园大

楼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她将第三把火烧向了村里的老大难问题———集

体企业。当时大山村的集体企业，受市场经济冲击，都是不死不

活，有的企业甚至由村委会补贴职工工资。张晶本着“先小后

大、先易后难”的原则，对村里的集体企业逐一改制，建立起了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三把火”不仅点燃了大山村人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热

情，同时也为大山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山工业园区

不到三年已初具规模，改制企业也基本上都迅速走出低谷，实

现了扭亏为盈，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十年铸就百姓丰碑

大山村早已没有外债，而且还有了剩余资金，张晶开始兑

现初来大山时的庄严承诺———“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她每天都

在盘算着用这些钱给大山村老百姓多办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首先她想到的是农民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为了保证大山

村符合条件的农业职工能按时参加上保险，她费尽心思，磨破嘴

皮，终于拆借到了 1000万元，如期为所有符合条件的职工参加

了社会保险。对于不符合社会保险条件的老人，张晶为他们增加

退休金，从最初每月 8元 /工龄增加到 15元，2008年又每人每

月平均增长 100元，2010年 5月 1日起再次给每位未参保的退

休老人的养老金每月上调 200元。免费为老人参加医疗保险，老

人住院社会保险报销比例低于村政策，还要补报。村民王大娘

说：“人老了，就怕没了依靠，张书记却让我们衣食无忧啊”！

农民的福利待遇让城里职工都非常羡慕：按城市职工标准

发放取暖费，每人每月发放洗理费 40元；每位退休老人月发放

5-10斤鸡蛋，过生日都有 100元礼金，老人病故，殡葬费从 300

元提高到 5000元。五大节补助增加到九大节补助，补助金额从

1000元 /年增加到 2200元 /年。

在完善了农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同时，张晶开始着手改善居

民居住环境。上下水、煤气管道的铺设，让居民喝上了放心水、

用上了煤气；环境治理、道路维修、路灯安装，改善了百姓生活

环境；花园广场、健身广场、文化体育中心建设，使百姓有了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几年来她在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中累计投入

2000余万元。

从 2001年到 2010年，大山村 10年间的变化让人震惊。一

个名不见经传，几百户、千余人的穷山沟，变成了拥有 312栋楼

房（含 38栋别墅）、全部入住将达到 3万余人口的大社区。再次

回到大山村的人，都感慨地说：现在已经找不到原来大山村的

一点影子了！

在她的带领下，大山村先后被评为大连市文明村、首批农

村体育特色村、企业退休人员管理示范社区以及辽宁省残疾人

工作先进社区、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她本人先后获得大连

市、辽宁省三八红旗手、大连市人大代表、大连市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巾帼村官、大连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大连市首届十大

经济女性等光荣称号。

岳喜芳:小盐场的“老黄牛” 张晶:
红烛照亮大山村

大连市人大代表张晶在展示大山村发展蓝图

大连市人大代表岳喜芳（左一）在海上查看海产品生产情况

在大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会场外，记者在

不经意中捕捉到一张弥足珍贵的

镜头———姑侄代表。照片右侧的是

姑姑孙迎霞，现任大连新星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优秀企业领

袖。照片左侧是她侄儿孙明楠，现

任大连鹏生企业董事局主席。孙明

楠有魄力、有远见、有实干精神，足

以体现年轻一代企业领袖的传奇

风采。

本报记者王世安 /摄影报道
姑侄代表亮相大连市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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