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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荣成市委组织部
文件

荣成市城市社区服务中心

荣社发〔2019〕3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市直各工

委、上级驻荣单位：

现将《关于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

到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中共荣成市委组织部

荣成市城市社区服务中心

2019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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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
到社区报到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中办发〔2019〕30号《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

设工作的意见》和省、威海市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要求，

现就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制

定以下方案。

一、完善和改进报到方式

（一）党员报到。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在职党员（可延伸至在

职职工）原则上到所居住社区报到，各社区建立“报到人员储备

库”，入库人员提供《技能和服务意向清单》，社区对报到人员

实施分类储备，有针对性选择人员，为社区工作和居民提供专业

化服务和支持。

（二）驻区单位报到。推行“主报到”与“吹哨报到”相结

合的报到方式。主报到：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按照调整后

的《驻区共建报到名单》积极与社区对接，深入了解情况，着眼

帮助社区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单位党建活动拓展，结合文明创建、

扫黑除恶、综治维稳、文化培育、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列出各

自的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共同协商确定年度共驻共建项目清单，

明确责任人、完成时限。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安排下属单位就近到

社区报到，下属单位报到情况纳入上级部门考核。吹哨报到：市

社区服务中心按照报到单位职能分工，制定《报到单位职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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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明确职责范围、共建负责人、联络人等，各社区可根据日

常工作需求，对照《报到单位职责清单》直接联系相关单位，相

关单位要限时响应，实现“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二、完善和改进工作机制

（一）建立党员领导干部社区党建联系点制度。市里将安排

市级党员领导干部，每人确定 1个社区作为党建工作联系点，定

期到联系点调研指导，帮助社区解决实际问题，各有关街道和社

区要积极做好联络服务等具体工作。

（二）健全社区联席会议制度。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党委）

每年至少研究一次“双报到”工作，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要亲自过问，积极推动落实。各社区每月至少召开 1次联席工作

会议，每个报到单位党组织确定 1名负责同志，作为联络员或担

任兼职委员，研究共驻共建工作中的具体事项，商定为民服务活

动项目。

（三）持续运用信用激励制度。继续将“双报到”工作与信

用管理结合，把单位驻区共建、在职党员报到情况纳入政务及个

人诚信评价，按照《荣成市市直部门政务诚信管理评价细则》

（2019版）规定，对党组织未按要求到社区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在职党员应报到而未报到的，分别按照 0.05分/次、0.02分/人次

全面掌控和调度党员报到情况，报到率和活动参与率纳入党建年

度考核。年底，由市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市社区服务中心、社区

党组织对“双报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划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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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作为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基层党

建考核等重要内容，评价为“一般”及以下等次的取消年度评先

选优资格。年底开展党员民主评议时，将报到情况作为重要评价

指标。

三、全面落实工作安排

（一）统筹安排报到。市社区服务中心对“双报到”情况进

行全面摸排，根据实际情况，会同有关工委（党委），按照就近

就便、需求相符、总体平衡的原则，统筹调整优化机关企事业单

位报到的社区，征求意见后报市委组织部。每个社区报到单位一

般不超过 5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规模较小、党员人数较少的，可

适当增加报到单位数量。

（二）做实“三张清单”。6月 17日前，机关企事业单位将

“三张清单”（附件 1）提供至社区党组织，由镇街党（工）委

汇总后，连同社区“三张清单”（附件 2），报市社区服务中心。

市社区服务中心对内容质量严格评估把关，6月 18日前报市委组

织部。

（三）开展联系服务。7月份，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要组

织在职党员到报到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实施共建项目。综合考虑

社区需要、单位资源和在职党员特长等，每个报到单位至少组建

1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每月至少到共驻共建社区开展 1次活动，

每年帮办实事或解决问题不少于 3件。在职党员每年参与社区活

动不得低于 4次且年度个人在社区信用加分不低于 5分，参加活



— 5 —

动后，应第一时间向社区、组织关系所在单位报告登记。

（四）用好灯塔系统。下半年，省里将在我市开展“灯塔－

党建在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双报到”应用系

统试点。各有关单位要及时推广应用，实现需求线上对接、服务

线下开展、成效实时记录，对“双报到”工作情况实时统计分析、

及时督促提醒。

（五）注重发挥实效。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简便易行，

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高工作实效。重点发现培养一批在

“双报到”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创新亮点，做好宣传推广，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营造浓厚氛围。

附件：1.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到“三张清单”

2.城市社区共驻共建“三张清单”

3.市直单位驻区共建报到名单

4.上级驻荣、国企单位驻区共建报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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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到“三张清单”

单位

名称

报到

社区
资源清单 需求清单

项目清单
备注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服务计划 联络员 联系方式

**局机

关党委
**社区

1.提供夜间停

车场地

1.希望为机关主

题党日活动提供

室外场地

共享停

车、共绘

街景、共

栽绿植、

共建家园

150 字以内

7月份：

2.提供公益类

知识讲座

2.希望提供员工

休闲活动载体，如

烘焙、茶道、绿色

种植等活动

8月份：

3. 3. 9 月份：

10 月份：

11 月份：

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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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城市社区共驻共建“三张清单”

街道
社区

名称
资源清单 需求清单

项目清单 备

注项目名称 共建单位 主要内容 推进措施
社区
书记

联系方
式

完成
时限

**街道
**社

区

1.为机关主题

党日活动提供

室外场地；

2.为居民、员工

提供休闲活动

载体，如烘焙、

茶道、绿色种植

等活动；

3.

1.需要夜间停

车场地；

2.需要开展公

益类知识讲

座；

3.

共享停

车、共绘

街景、共

栽绿植、

共建家园

市**局机

关党委
150 字以内 200 字以内

“暖心”

公益服务

进社区

市**局机

关党委

（可以同

时与多个

报到单位

开展共建

项目）



— 8 —

附件3

市直单位驻区共建报到名单
社区 报到单位

蜊江社区 市委办公室 纪委监委机关 市委编办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山社区 市委党校 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化和旅游局 旅游发展中心

双泊社区 团市委 妇联 司法局 商务局

康平社区 市委政法委 发展和改革局 社会治理事务中心 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河西社区 市委组织部 市委统战部 科协 农业农村局

得润社区 侨联 审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科学技术局 地方金融服务中心

沽河社区 法院 口岸事务服务中心
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荣成分中心
电视大学 水产学校

花园社区 档案馆 检验检测中心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畜牧业发展中心 红十字会

华侨社区 巡察办 工商联 自然资源局 国有资产服务中心

河东社区 工会 残联 民政局 工贸事务服务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荣成

市委员会

府新社区 市委宣传部 工业和信息化局 财政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计局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三环社区 公安局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融媒体中心 道路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南山社区 检察院 信访局 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 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玉龙社区 城市社区服务中心 环卫管理处 市场秩序服务中心 建筑工程事务服务中心

曙光社区 市政府办公室 教育和体育局 交通运输局 水利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

北环社区 人大办 卫生健康局 医疗保障局 民生 110 指挥中心

香河社区 政协办 海洋发展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社会信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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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上级驻荣、国企单位驻区共建报到名单

社区 报到单位

蜊江社区 城投公司 威海技师学院 哈理工荣成学院 供电公司

青山社区 邮政公司 中国人寿

双泊社区 交通银行

康平社区 青岛银行 城铁荣成站

河西社区 中信银行

得润社区 国资公司 农村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齐商银行 移动公司 兴业银行

沽河社区 绿景园林有限公司 热电燃气集团

花园社区 汇丰银行 电信公司

华侨社区 军粮站 农村商业银行

河东社区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烟草专卖局 人民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民生银行 青岛银行 太保人寿 人保财险

府新社区 国资公司 联通公司 建设银行 绿景园林有限公司 住房公积金石岛管理部 新华书店

三环社区 广电网络公司

南山社区 粮食购销中心

玉龙社区 公路局 热电燃气集团 银监局

曙光社区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海洋职业学院 环保局 住房公积金荣成管理部 税务局 招商银行

北环社区 气象局

香河社区 盐务公司 海关 浦发银行 盐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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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城市社区服务中心 2019年 6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