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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爽

每天清晨，党员中心户、智慧牧户孟克巴雅
尔都会习惯性地在手机上浏览“智慧党建”
APP,学习最新理论政策，了解身边的大事小
情。

与孟克巴雅尔一样，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1.2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党员明显感受到，
学习生活越来越方便，运用“互联网+”思维，传
统的党建工作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

鄂托克前旗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农牧民
群众得实惠的宗旨，探索“智慧党建”与远程教
育深度融合的新途径，打造了“一心两站四课
堂”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新模式。

“智慧党建”为核心
开启远程教育新模式

西瓜种植是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城川嘎查的
主导产业，有很好的发展优势，去年，受市场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西瓜一度滞销。眼看着瓜

农们的辛苦将要付诸东流，作为村支部书记兼
远程教育站点管理员的王友军灵机一动，通过

“智慧党建”和村里的电商平台为西瓜做起了宣
传，经过多方努力，城川嘎查的西瓜都卖了出
去。“多亏有了互联网，帮助我们找到了销售渠
道。”村民们连连称赞。

在鄂托克前旗，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鄂托克前旗旗委党校经常通过远程教育组织党
员和讲师进行在线学习，不仅丰富了党日活动
内容，更让嘎查村和社区的农牧民党员足不出
户享受到最及时的“文化大餐”。

2016年，全旗4个镇84个嘎查村（社区）全
部接入互联网，实现自治区首个嘎查村（社区）
互联网全覆盖。率先启动建设全区首家旗县级
大数据中心，在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落地的基础上，将全旗党
员干部数据、远教站点信息及全旗产业结构等
数据全部链接到大数据平台，详细记录了党员
干部学习情况、活动轨迹、选课记录等数据。

在“智慧党建”平台党员教育模块中的远程
教育专栏，党课讲座、农牧业实用技术等7大项

26类 1000多部学习课件让党员们获益匪浅，
“智慧党建能做到网上学习、在线交流、模拟测
试等一键操作，实现党员教育线上与线下、‘面
对面’与‘键对键’融合。”鄂托克前旗旗委书记
辛晓瑞说。

网格党小组延伸远程教育的末梢，按照“网
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的网格
化管理服务模式，建立旗、镇、嘎查村、农牧业社4
级网格，鄂托克前旗搭建起了“网格党小组+智慧
农牧户+党员中心户+远程教育管理员”的组织架
构，并配备了相关电教设施设备，就近联系10名
以上党员,纵向形成“嘎查村党支部——示范标
兵——普通党员——农牧户”四级联系体系。

“两个站点”为基础
拓宽管理教育新渠道

“党建+”的发展，硬件保障是基础。鄂托克
前旗在对全旗69个终端站点场地建设、设施设
备进行全面排查的基础上，明确了“一有二连三
固定”安装标准，优化配置硬件设备，对部分站
点更换了28个高清电子屏和19台触控一体机，

充分利用党建直通车视频会议系统，建成视讯
客户端，实现基层站点互联网条件下的互联互
通和全程纪实功能，记录基层党支部“主题党
日”“三会一课”等活动开展情况，促进集中学习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管在日常、严在经常。

鄂托克前旗建起了“1+6”红色教育基地，将
党建、远教内容与地方特色相融合，黄海子村党
支部利用王震井纪念园这一平台组织开展了

“我听说的王震井故事”“八路军和黄海子的传
说”等主题活动，赢得了党员群众的认可，目前，
全旗打造远程教育示范基地28个。

“四个课堂”为载体
顺应党员群众新需求

党建，需要实实在在走进群众，走进田间地
头，走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鄂托克前旗，

“智慧党建”推进了远程教育的延伸拓展，远程
教育促进了“智慧党建”优化升级，“远教+主题”

“远教＋专家”“远教＋协会”“远教＋农牧户”
等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不仅促进了基层组织
力提升，推进了“三会一课”制度落实,丰富了党

日活动内容，更提高了党组织生活质量，为农牧
民提供了精准服务。

去年，鄂托克前旗玉米遭遇了严重的虫害，
由技术员逐村指导费时费力，为尽快控制住虫
害，旗委组织部和农牧业局通过北疆先锋直通
车举办了防治虫害培训会，周围农牧民集中到
远程教育站点收听收看技术员讲解的草地螟防
治技术，减少了损失。农牧民都说：“远教直通
车，真的是远水也能解近渴。”

当“智慧党建”碰上了远程教育，在鄂托克
前旗擦出了有灵气、接地气的火花。近年来，

“科普流动课堂”共开展各类培训500多场次，培
训人数达3万多人。党员带动农牧民通过网络
学习实用技术，实现远程教育由远教站点向农
牧户家中延伸，使农牧户在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生产生活期间就能聆听收看远教节目。

“应用‘智慧党建’平台，通过北疆直通车，
进一步推进了远程教育工作的实效，拉近了党
员与支部之间的距离，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明显
增强，让传统的组织生活模式插上了信息化的
翅膀。”上海庙镇组织委员孙世峰说。

远程教育为党建工作“插上翅膀”
视点

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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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
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
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
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
轻干部。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
秀年轻干部要有足够本领来接班，
加强学习、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自
觉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其活力源泉在于培养选拔
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
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坚决落
实好干部标准，年轻干部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也有一
些部门和单位，对年轻干部工作重
视不够，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这
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年轻干
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形成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局面。

对年轻干部而言，他们大多受
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文化素养较高，
思维活跃，眼界开阔，接受新事物
快，工作也有热情、有朝气。但有的
缺乏基层和艰苦地方的扎实磨炼，
有的做群众工作本领不够强，有的
担当作为底气不够足，归根结底，他
们不缺学历，缺阅历。年轻干部的
锻炼培养，是党的事业发展需要，是
应对新形势下新挑战的必然选择。
如何培养出德才兼备、能够担当重
任的优秀年轻干部？除了坚持运用
在职教育、专题培训等理论武装手
段外，更要通过挂职、交流、轮岗等
手段，为年轻干部搭建平台，将其放
到一线实践锻炼，才能真正健康茁
壮成长。

基层一线是最好的“练兵场”。
基层工作较为全面，可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越是艰苦环境、关键岗
位，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
能磨砺干部的品质，考验干部的毅
力，增长干部的才能。将年轻干部
放到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生产一
线、脱贫一线磨砺，与基层群众同吃
同住，磨炼意志、锻炼能力，使他们
从本职工作出发，把群众需要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把群众满意与否作
为评判工作成败的标准，养成脚踏
实地、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练就服
务群众的真本领。

知其难为而勉力为之。基层一
线条件可能会艰苦一些，形势可能
复杂一些。年轻干部要能在基层

“待得住”，首先要端正态度，努力克
服意志消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好高骛远等不良倾向，自觉树立扎
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做好在一线“摸
爬滚打”的准备。年轻干部必须对
党忠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面
对艰苦的条件，要守得住清贫，耐得
住寂寞，充分认识基层形势的错综
复杂、工作任务的繁重艰巨，以严谨
负责的态度去工作，时刻认清前进
的目标和方向，抓紧历练，扑下身、
沉下心、扎下根，在火热的实践中成
长为栋梁之材，早日成为政治上靠
得住、作风上过得硬、工作上扛得
起、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年轻干部要到
基层一线接受锻炼

◎宋爽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菩提塔东社
区“书香少年阅读季”活动现场，总会看
见一群孩子津津有味地围坐在社区工
作人员周围听故事，“这个活动是‘党建
领航 五彩凝心’服务品牌的一部分，社
区服务越来越丰富，居民在享受全方位
优质服务的同时，党支部也真正成了凝
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战斗堡
垒。”菩提塔东社区书记赵建芳说。

“党建领航 五彩凝心”服务品牌是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为加强基层党的建
设，针对社区党员群众所需所盼，推动
专业化服务打造的，以象征炽热、坚定
的红色代表为党员服务；以象征温暖、
幸福的金色代表为老年人服务；以象征
活力、希望的绿色代表为青少年服务；
以象征关怀、平等的蓝色代表为残疾人
服务；以象征鼓励、创新的橙色代表为
失业人员服务，做实有思想、有温度、有
力量、有色彩的基层党建工作，服务群
众，凝聚人心，推动发展。

凝心聚力党旗更红。各社区对党
员进行分层、分类服务，鼓励党员亮出

“红色身份”，开展“红色服务”，体现党
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观音庙社
区党员栗向滨主动承担社区“红心家
园”有声党课的主讲。清泉街社区党总
支组织辖区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增
强党员党性。

暖阳服务金色最美。小西街社区
开设了社区老年大学，运行至今，颇受
居民欢迎。“过去我们这根本没有老年
大学，也没有老年活动场所。现在有老
年大学了，大家爱写、爱画，都挺高
兴。”老年大学学员刘俊杰高兴地说。

依托社区日间照料室，引入专业的
为老服务机构，向老年人提供体检、医
疗保健、法律维权等各类服务，同时组
织老年人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
体娱乐活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大南街街道友谊社区建成300平
方米老年人康复中心，为20多位老年
人提供日托服务，为600多名老年人提
供上门服务；清泉街社区为100多户空
巢老人免费安装了“电子保姆”为老呼

叫系统，满足老年人的家政、医疗、缴费
等需求。

健康成长绿色护航。康居社区居
民以外来务工人员、下岗职工为主，针对
孩子无人照看的现实问题，社区成立了

“4点半课堂”，由志愿者轮流看护。“我
们都是打工的，每天特别忙，外面托管机
构又太贵，小区设立的‘4点半课堂’没
什么费用，还有人辅导功课，解决了家长
的后顾之忧。”居民郝惠芸乐呵呵地说。

紧贴未成年人思想实际、生活现实
等特点，开展一系列绿色关爱服务。昭
君路街道五里营社区的“小小书桥”、
长和廊街道观音庙社区的“筑梦书屋”，
定期组织社区青少年开展各类读书、益
智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的课余文化生
活；石东路街道组织16家驻区单位为
辖区内的贫困大学生开展金秋助学活
动，两年来捐助资金已经达到 33.5 万
元，累计救助特困学生67人次；兴隆巷
街道四里营西社区依托社区“青禾观护
中心”，为辖区168名未成年人提供法
律咨询、心理疏导、自护教育、成长指导
等服务，从源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扶残助残蓝色关爱。通过心理辅
导、交友互动、公益培训等服务，创办

“心理援助”“心理咨询师培训”等一系
列极具特色的残疾人活动项目，推动残
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富丽社区建
成“残疾人温馨家园”，与内蒙古养生协
会合作，由多名理疗技能师对12位残
疾人进行技能培训，并通过心理辅导、
交友互动等服务，鼓励残疾人平等参与
社会生活，得到残疾人的一致好评。

再就业橙色贴心服务。充分发挥
玉泉区“工友之家”的作用，对有创业愿
望的失业人员开展“三扶”活动：即精神
上“扶志”，能力上“扶持”，创业上“扶
资”，加强对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政策的
宣传，增强他们的创业自信心。以创业
能力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为着眼
点，积极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各类创业培
训和实用技术培训，由创业专家从经营
管理、工商管理、税务知识等方面对失
业人员进行辅导，使他们在创业道路上
少走弯路，降低创业风险。今年以来，
累计为辖区200余名失业人员提供了
再就业服务。

党建领航 五彩凝心
红船初心

□李凯锋

“在图嘎其联合党总支侯书
记的帮助下，今年，我通过土地流
转，种植了1370亩甜玉米，全部
机械化种植、订单收购，保守估计
纯收入能达到45万元左右。”在
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哈
日根他拉嘎查，种植大户张利新
指着长势喜人的甜玉米高兴地
说。

今年，巴彦塔拉苏木图嘎其
联合党总支指导村民种植甜玉米
达3700亩，“到年底，联合党总支
所辖的古力古台嘎查、宝木图嘎
查、哈日根他拉嘎查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肯定能如期脱贫了。”图嘎
其联合党总支书记候国全介绍
说。

巴林右旗按照“作用类同、行
业相近、产业互补”的原则，不断创
新党组织设置方式，着力打造“党
建融合”品牌，坚持“产业延伸到
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思
路，将全旗各龙头企业、经济合作
组织等涉农经营主体与从事种养
殖、粮食加工等行业的农牧民党
员联合起来，设立联合组织，帮助
协调外部环境、代办陪办服务、化
解劳资纠纷等，保证企业正常运
转，农牧民获得稳定收益。结合
嘎查村“两委”换届，96名嘎查村
党组织成员与产业党组织负责人
实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推动
班子“联搭”，发展“联手”。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以来，达
尔罕街道党工委联合打造“三社
联动”平台，推进党建与社区服务
深度融合，指导成立了达尔罕街
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及其党支
部。目前，已有20家社会组织加
入联盟，分别入驻达尔罕街道7个
社区、嘎查“三社联动”服务平台。

“这些孩子咋这么好呢，比我
的亲儿子都亲。”居住在荟福社区
荟福寺东平房区的马会芬老人激
动地说。原来，百灵社区党总支
指导成立的雪中情爱心协会党员
志愿者又如期来到马会芬老人家
中，为老人送去米、面、油等生活
必需品。“像雪中情爱心协会这样
的公益组织还有很多，每逢节假
日，这些党员志愿者都会精心准
备好各种礼品送到留守儿童、孤
寡老人等弱势群体身边，这样的
志愿服务大家已经坚持 2 年多
了，为他们点赞。”达尔罕街道百
灵社区党组织书记曲东南如实说
道。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巴
林右旗深入推进党建融合发展，
创新实施党建链发展产业链（服
务链），产业链（服务链）催生致富
链的发展模式，鼓励和引导产业
经济组织和农户结成利益共同
体，带领帮扶群众致富。截至目
前，全旗培育大板香瓜、中草药种
植、杂粮杂豆等特色产业基地突
破 82万亩，农民专业合作社 48
个，打造幸福之路苏木好秀旗联
合党支部、巴彦塔拉苏木图嘎其
联合党总支、达尔罕街道百灵社
区联合党委等融合党建示范点
11个，吸纳能人党员和乡土人才
150余名，辐射带动 650余户贫
困户增收致富。

产业延伸到哪里
党组织就建到哪里

知行合一

回顾历史 不忘初心

近日，兴安盟扎赉特旗纪委监委党总支与结对共建单位努文
木仁乡木仁社区党支部开展了“共建结对促帮扶 贴心服务送温
情”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齐唱国歌，共同学习了《党章》部分
内容，参观了黑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桥抗战纪念馆，
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韩文斌 摄

分享红色故事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周年，近日，海
拉尔边检站官兵走访慰问驻地光荣院，向老战士们
表达亲切的问候和真诚的敬意。前辈们结合自身
经历与边检官兵分享了一个个红色故事，为官兵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图为老战士为
边检官兵讲述军功章背后的故事。 陆妍 摄

牢记使命为人民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举办了主题为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为人民”的警民联
谊文艺活动，丰富了警营文化生活，陶冶了民警
情操，展示了公安民警与时俱进、奋力拼搏的良
好形象。 陆继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