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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组织领导
老干部工作保障更加有力

领导重视是做好老干部工作的关键。各级
党委（党组）坚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
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每年元旦春节前夕领导带
头慰问看望离退休干部，重大决策部署注意听
取老同志意见建议，尊老敬老、为老助老在祖国
北疆蔚然成风。

——领导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多次对老干部工作作出指
示批示，2016年底专程到老干部局进行专题调
研，要求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同志服务，全面落实
好党的老干部政策措施，满腔热情地做好新形
势下的老干部工作，为老同志多办实事、解决实
际问题，让党放心、让老同志满意。自治区四大
班子领导经常走访看望老同志，主动参加老同
志重要活动，及时向老同志通报有关情况。各
级党委（党组）认真履行领导责任，切实加强工
作指导，进一步营造了尊重老干部、爱护老干
部、学习老干部的浓厚氛围。

——加强顶层设计。2016年 11月，自治
区第十次党代会将“加强离退休干部工作”作为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写入大
会报告。自治区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召开
会议，听取研究老干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
据中央文件精神，2017年4月，自治区党办、政
办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对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作
出明确和规范，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老干部
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作出安排
部署，并把离退休干部工作纳入盟市厅局领导
班子年度考核，体现了“老干部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的趋势性要求。

注重政治引领
老干部工作政治水平进一步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老干
部工作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坚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要位置，充分彰显了教育引导广大老同志
保持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的作用。

——强化政治引领和思想武装。把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来抓，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创办
《离退休干部学习手册》，编发十九大精神、全国
两会精神专刊3期2000余册；举办了区直机关
离退休干部支部书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培训班，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竞答活动，4600多名老同志踊跃答题。面向全
区开展了“讲入党故事、践入党初心”主题访谈
和征文活动，编辑《革命回忆录——不朽的丰
碑》，引导老同志珍惜光荣历史,不忘革命初心,
永葆政治本色。围绕地方机构改革，做深做细
做透思想政治工作，第一时间向老同志通报自
治区机构改革情况，教育引导他们积极拥护改
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落实好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常态化
坚持阅读文件、参加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情况
通报、参观学习等制度，及时让老同志了解党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知晓国内外形势
和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工作情况，引导他们坚定做
改革发展稳定的拥护者、促进者。6年来，自治区
党委老干部局先后举办区直机关离退休干部报
告会、形势通报会10余场，2000多人次参加。
2016年在全区广泛开展“走基层、看变化、助发
展”观摩考察活动，2017年组织老同志参加自治
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多次组织老同志就近就
地切身感受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发展变化,增强了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提升离退休干部党组织组织力。以健
全组织体系、优化组织设置为重点，在加强离退
休干部实体党组织建设的同时，探索在老同志集
中居住地、老年大学、老干部社团、老年社会组织

中灵活组建非建制性党组织，努力做到哪里有离
退休干部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截至2018
年6月底，全区已建立离退休干部基层党组织
3098个，非建制性党组织683个。同时，充分发
挥“头雁”作用，今年9月份，在乌兰夫故居以“不
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作表率”为主题，举办
了区直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近
200名老同志接受培训。“内蒙古离退休干部党员
之家”微信公众号开通上线，为老同志打造了随
身学习的“微平台”。一些地方还通过为老同志
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广大老同志离
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搞好服务保障
老同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做好老干部工作，重在解决问题，贵在用心
用情。始终把满足老同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为老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腔热忱为
老同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让广大老同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晚年生活更加安心、舒心、暖心。

——大幅提高生活保障水平。全区12个盟
市、103个旗县市区全部建立了离休干部“三个机
制”，离休干部“两费”从根本上得到有效保障。研
究出台提高离休干部护理费、公用经费、自雇费、
特需经费等多项政策，覆盖到全区离休干部。全
面建立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机制，形成了分级负
责、上下联动、全面覆盖的帮扶体系，为老同志解
决了燃眉之急。积极推进养老公寓与老年大学、
活动中心建设和拓展相衔接，努力为离退休干部
提供医养学相结合的高品质养老环境。

——积极改善医疗保健条件。践行精准理
念，针对离休干部进入“双高期”、看病就医需求
强烈的实际，提高离休干部医药费报销标准，简
化医药费报销程序，扩大定点医院范围。认真
落实离休干部诊疗优先制度，开辟就医“绿色通
道”，为离休干部提供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
住院的“一站式”医疗服务。建立了自治区本级
离休干部医药费定额补助标准逐年增加、上不
封顶的制度。一些地方和单位通过设立离休干
部转院周转金、建立老干部家庭病房等措施，为
老同志提供更周到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精心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全面推行老
同志节日必访、生日必访、生病必访、有困难必
访、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必访的“五必访”制度，帮
助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在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时，对离休干部
进行走访慰问，并发放纪念章和一次性慰问金、
补助金。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为全区1
万多名离休干部和省军级离休干部遗属、老红
军遗属发放了慰问金。近期，结合开展“进百家
门、问千家事、解万家忧”大走访活动，自治区党
委老干部局上门看望了47位省级离退休干部，
走访了跨省易地安置的22名离休干部，让老同
志从心底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格外关注精神文化需求。截至2017
年底，全区离退休干部学习活动场所总面积达
140万平方米，拥有老年大学159所，在校学员
5万余人。去年，有关部门将腾退出的3300多
平方米办公楼用于内蒙古老年大学拓展教学场
所，在全区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大学资源，创办自治区老年开放大学，拓
展了老同志学习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同时，积
极协调自治区有关部门推进老年大学新教学楼
建设。对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进行维修改
造，为老同志创造安全舒适的活动环境。晚霞
艺术团、老年书画协会、老年摄影家协会等开展
的群众性老年文体活动有声有色、精彩纷呈，极
大地丰富了老同志的晚年生活。

发挥独特优势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全区老干部
工作部门大力发挥离退休干部政治优势、经

验优势和威望优势，持续深入开展以“展示阳
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主
要内容的正能量活动，组织引导老同志释放
正能量，带动了整个老干部工作的统筹协调
发展。

——持续开展正能量活动。2015 年 12
月，下发《关于在全区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为党
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的指导意见》。次年
10月，在鄂尔多斯召开了全区盟市旗县（市
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推进
会。先后开展了“我看十八大以来的变化”

“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
开”“建言十九大”以及“我看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畅谈内蒙古70年发展、喜迎党的十九
大召开”等一系列主题调研活动。特别是今
年以来，扎实开展“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和

“我看亮丽新北疆”主题调研，通过讲、写、看、
谈、展等方式，组织老同志为改革开放点赞，
为亮丽内蒙古喝彩，谈出了自豪感、谈出了向
心力、谈出了正能量。

——搭建老有所为平台。把老同志发动起
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鼓励和动员广大离退
休干部在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前提下运用专
业特长，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关心
教育下一代、做好群众工作、资政献策、助力脱
贫攻坚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以离退休干部为
骨干组成的“五老”宣讲团、各类老年社会组织
和老年文艺团体，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支促进力量。广大老同志皓首丹
心、余热生辉，纷纷争做时代主旋律的“传播
者”、老龄社会的“时代老人”，展现出退而不休、
奉献不止的可贵品格。

加强部门建设
老干部工作队伍能力素质全面提升

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各级老干部工作部
门形成的思想共识。老干部工作取得的点滴成
绩，都凝结着全区7500多名老干部工作者的辛
勤汗水，与我们有一支讲政治、重感情、业务精、
作风好、老同志信得过的老干部工作队伍密不
可分。

——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干部队伍的理
想信念和宗旨观念进一步增强。大力弘扬“安
专迷”精神，倡导以事业为先、以责任为重、以奉
献为荣的部门文化，老干部工作系统精神风貌、
队伍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
广大老同志的好评。2017年3月，隆重召开全
区老干部工作“双先”表彰大会，对80个老干部
工作先进集体和175名先进老干部工作者进行
表彰，鼓舞了士气，提振了队伍精气神。

——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素养。连续 3年
举办全区老干部工作者专业化能力提升培训
班，培养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各
地普遍通过教育培训、岗位练兵、挂职锻炼、交
流轮岗等多种形式，有力地提高了老干部工作
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通过选调、招
录、遴选等途径，改善了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
老干部工作队伍呈现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
新气象。将今年确定为全区老干部工作“调查
研究年”，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派出3个工作
组，深入12个盟市、43个旗县和19个区直单
位进行重点调研，为做好精准服务和实施年度
考核打下坚实基础。坚持精准化信息化“两
化”并进，派人到中组部、教育部和贵州、江苏、
山东等地，就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提升我区信息化水平。

老干部工作承担着我们党关心爱护老干部
的重要任务,是一项需要付出、需要奉献的重要
工作，更是一项值得付出、值得奉献的崇高事
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的老干部工
作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本版文/图均由马晓刚提供）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老干部工作回眸

树高千尺终
有根，吃水不忘
挖井人。广大离
退休干部是中国
革命 、建设和改
革的有功之臣。
没有广大老同志
的浴血奋战 、艰
苦创业，就没有
今天党和人民事
业蓬勃发展的大
好局面，就没有
我们今天幸福美
好的生活。

敬 田 有 谷 ，
敬老有福。党的
十八大以来，自
治区党委 、政府
高度重视离退休
干部这一宝贵财
富和宝贵资源，
强调对老同志的
历史功绩和巨大
贡 献 永 远 不 能
忘，对老同志的
优良传统和崇高
精 神 永 远 不 能
丢，对老同志尊
重、关心、照顾和
爱护的政策永远
不能变。

近 年 来 ，全
区老干部工作系
统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要求，保持
敬重之心 、倾注
关爱之情 、恪守
为老之责，推动
形成了党委政府
更加重视 、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更
加自觉 、老同志
爱党护党更加坚
定 、老干部工作
队伍更加进取的
良好局面。

区直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在乌兰夫故居
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全区老干部工作“双先”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我区少数民族离退休干部代表畅谈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变化。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在乌兰夫纪念馆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认真组织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举办老干部艺术团庆祝自治区成立举办老干部艺术团庆祝自治区成立7070周年文艺演出周年文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