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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基层党建筑牢保障高质量发展“红色堡垒”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张璐

呼和浩特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大党员干
部自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一是突出标准化规范化加强党支部
建设。以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为契机，对各领域党支部的组织
设置、基本任务落实、工作机制运行、组织
生活开展、党支部委员会建设等进行全面
规范，建强每个党支部。主动适应新时代
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面
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创新
体制机制、组织设置、方式方法，提高党的
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坚持各
领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全区域推进，采取
支部+支部、党总支+支部、党委+支部等
方式，跨区域、跨层级、跨领域、跨行业打
造党建联合体，形成以强带弱、以上带下、
相融共生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二是打造党员教育管理新平台。按

照互联网+的思路，和以人为本、开拓创
新、融入发展、服务党员的目标，开发建
设了集服务、教育、管理于一体的“青城
党建ｅ家”智慧平台，覆盖全市所有党组
织，向全体党员开放，实现党组织和党员
教育管理服务的网格化、动态化、智能
化。“青城党建ｅ家”下联支部党员，上接
管理服务，线上线下交流互动，使党组织
对党员和群众的吸引力、凝聚力倍增。主
动适应首府功能定位和城市发展进程，主
动服务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要求，探索建
立了集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实训操作于
一体的呼和浩特市基层党建学院，建立覆
盖机关单位、国有企业、街道社区、农村、
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实训基地
300余个，量身定制各类契合实际的培训
套餐，强化了党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

三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刻骨铭心进头脑。通过“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和深入开展“思
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大学习大讨论”，充分发挥红色教育资源

和红色教育基地优势，依托土默特红色教
育基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教育基地、老牛
坡党性教育基地、托克托县北台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培训班、研讨班和讲座
7批，培训3000余人次，全市党员干部自觉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
入血脉、化作基因，不断从中汲取真理的力
量、创新的力量、实干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每个基层党
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
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
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
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
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新时代，新
作为，新篇章。今天，首府呼和浩特6600
多个党组织正在成为6600多个战斗堡垒，
13万名共产党员正在成为13万名干事创
业的先进模范。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投身“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的崇高事业，密切联系着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关系，集结为奋进新时代的青城先
锋，汇聚起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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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始终把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作为战略工程，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
治功能，实施“青城先锋”工程，党建工作固本强基、筑牢根魂，首府大地党旗
如炬、高高飘扬，全市广大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斗志奋进新
时代，为自治区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呼和浩特市着眼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一线建强战斗堡垒，实施公开选派
村党组织书记和引进优秀人才回村任职
计划，健全完善第一书记派驻长效机制，
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有效发挥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一是选优配强带头人队伍。结合村
“两委”换届工作，通过公开选派村党组
织书记和实施“鼓励优秀人才回村任职、
返乡创业”计划，61名干部、26名优秀人
才当选为村党组织书记，书记、主任一肩
挑占比达38%。组织实施村党组织带
头人能力素质提升行动，开展了“千名村

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工作，先后举办了
精准脱贫专题培训班、乡村振兴战略
专题培训班、贫困村党组织书记示范
培训班、脱贫攻坚驻村干部（第一书
记）专题轮训班等，促进村党组织带头
人政治素养再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
力再提升。

二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施
村级集体经济“消薄”行动，通过存量
盘活、服务创收、股份合作、资源开发
等“兴村九法”，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
稳定增收。目前，全市 1007个村全部
发展起了集体经济，其中，年收入 5万

元以上的村 475 个，占 47.17%。在贫
困村开展以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至
少有1个集体经济项目、至少培养1名
党员致富带头人、有帮带能力党员至
少连心帮扶 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
要内容的抓党建促脱贫“三个一”活
动，进一步强化“三资”管理，加大政
策指导、项目支持、资金扶持力度。
截至目前，全市 67个自治区级建档立
卡贫困村，已实现村村都有较为稳定
的集体经济收入，培养党员教育致富
带头人 92 名，组织 60 名有帮带能力
党员连心帮扶贫困户523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呼和浩特市的奋
斗目标。呼和浩特市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不断拓展基层阵地服务功能，及时解
决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百
米”，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是“1+4+N”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联盟体系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出台
《关于加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规范化建
设的实施意见》，按照“六室一阵地两统
一”的标准，建成街道社区、工业园区、非
公企业党群活动服务中心229个，连同1
个市级和4个区级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构
建起了“1+4+N”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联盟
体系。占地2000平方米的呼和浩特市党
群活动服务中心，集教育、管理、咨询、培
训、服务于一体，统筹全市各类党建资源
一盘棋联动、一张网指挥。各领域党群活
动服务中心在标配便民服务窗口、组织生
活阵地、提供党务政务服务的基础上，优
化功能设置，提供社区文化、为老服务、

“四点半”课堂等10余个便民服务项目。

比如，玉泉区充分利用阵地资源，开发了
社区书记“汇”项目，以定期举办成员见面
会、开展互访活动和社区工作者轮训等方
式，组织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分享社区党
建、社区治理的好经验，传递给更多的社
区工作者，共同提升工作水平。

二是“小三级”组织架构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推行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小三级”组织架构，将党组
织链条从社区延伸到小区、楼栋，有力提
升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自2018
年5月第一家小区党支部落户玉泉区金
禾小区以来，目前全市已建立小区党支
部40个。小区党支部牵头建立议事协
调、服务评价、纠纷调处等基层治理机
制，将辖区分散、多元主体纳入小区治理
框架，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小区文化活动室阵地，开设社区书屋、小
区便民超市、文化广场等服务点，组织开
展居家养老服务、国学讲堂、趣味运动会
等活动，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三是党建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主动适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蓬勃发展的形势，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
党的工作覆盖面，广泛开展“连心党建”
行动，大力推进以发展强、党建强、生产
经营好、企业文化好、劳动关系好、党组
织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社会评价好为主
要内容的“双强六好”党组织创建活动，
打造党建精品示范点50个，选树六类示
范群体68个，形成了一批“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党建好声音”。市、旗县区党员
领导干部建立400多个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联系点。创新开展党建双
指导员选派工作，从属地和行业两个领
域同时选派党建指导员，帮助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解决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促进了新建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积极
构建党建服务平台，开展了关心关爱党
员“五个一”行动、“1+3和谐共建”、“非
公先锋”和“三好服务”、“四星联动”等活
动，有效推动了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首府互联网企业党建、律师行业党建和
新兴领域党建在探索中突破，不断将党
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优势、竞争优
势、发展优势。

党旗飘扬引领群众奔小康

党旗飘扬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党旗飘扬汇集磅礴力量

严把“三关”
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

土默特左旗将带头人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的关键，严把“三关”
强素质强能力。一是严把政治关，实施村级组织和党员“星级管理”，
推行村党组织书记旗委备案管理制度，对296个村党组织书记进行备
案。开展村“两委”换届“回头看”工作，对资格复审不合格的13名村
干部进行清退，确保基层带头人政治品质合格。二是严把能力关，实
施分步递进培养法，先把农村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再把党员培养成
致富带头人，最后把优秀的党员致富带头人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
据统计，今年以来，土默特左旗先后培训村干部890人。三是严把实
践关，针对扶贫干部、村“两委”换届新进班子成员等干部群体，举办
招商引资、电商扶贫等专题培训班60期，并且组织优秀驻村干部赴
山东潍坊进行专题学习，将培训工作与地区发展、产业需求、干部实
际有效衔接。

注重“造血”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托克托县把发展村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脱贫、促乡村振兴的战
略工程，着力解决发展路径、运行保障、长效机制等关键问题，不断增
强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一是发展三产服务，鼓励创办服务公司、合作
社等服务实体，向农民提供技术、仓储、加工等中间服务，获得服务性
收益。二是盘活闲置资源，鼓励引导有资金、资源积累的乡村，入股投
资或进行资产保值增值，滚雪球一样壮大集体经济，形成规模效益。
三是发掘红色资源，走文化带动的路子，将红色传承、人文历史、旅游
开发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四是龙头企业引领，利用企业资金、技术、
信息等方面优势，村企结对、党建共建、互利共赢。

目前，全县120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全部“清零”，42个村年收益5万元
以上，村集体固定资产9194万元，总收益574万元，逐渐形成一条村集体
经济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村党组织战斗力提升紧密结合的发展模式。

“五抓五强”
推动党建提质增效

和林格尔县主动适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呈现的新情况新态势，通过
“五抓五强”，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提质增效。一是抓机制强队伍，建立
了县四大班子党员领导干部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部门包抓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党建工作制度，党建双指导员配备实现全覆盖，推行非公制经济组织党组
织成员与高管交叉任职，并实行平时督查、半年检查、年终考核述职评议制度。
二是抓组建强核心，累计新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40个，党组织覆盖率大
幅度提高。三是抓阵地强基础，全县40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自有工作
阵地率达到100%，示范点全部达到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
制度的“六有”标准。四是抓示范强引领，打造了一批可比可看的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党建示范点，开展了特色党建品牌创建评选活动，有效带动了党建质量提
升。五是抓载体强作用，实施党建强企战略，推行党建互带、发展互帮模式，组
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助力脱贫攻坚，全县2300多农户在帮扶中收益。

融合党建
让“1+1＞2”

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中，清水河县大力推行联合党委
工作运行机制，8个乡镇分别组建脱贫攻坚联合大党委，建立了24个
行政村融合党建示范点，通过村企联建、村村联建、村居联建、村与机
关事业单位联建等多种途径，积极推行理论共学、平台共建、产业共
推、技能共培、服务共抓，先后有89个机关单位党组织、46家企业党组
织与103个村结成联建对子，培训种养大户2000多人次，帮扶联建村
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达670多万元，有效助推实现稳步脱贫。积极推动
城镇党建融合发展，建立了社区+机关、社区+企业、社区+城中村（城
边村）等跨领域党建联合体。城关镇昆新社区、南园社区依托武汉鼎
工作室、廉政教育基地等特色资源，利用清明、端午等中华传统节庆日
联合辖区各单位共同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特色主题党日活动，
引领在职党员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

四项措施
提升“两委”能力水平

武川县将加强村“两委”建设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
的基础工程，采取四项措施提升“两委”能力水平。 一是加强组织生活
规范化建设，编印农村和机关党支部规范化工作手册，进一步规范党建
档案和“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党组织日常工作。二是加强班子自
身建设，从县直单位选派优秀、年轻党员干部到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扶
贫整村推进村党支部任职，指导协调派驻村加强“两委”班子建设、帮助
农民增收致富。三是加强考核机制建设，开展十星级党支部创建，全面
实行村党支部分类定量绩效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与“两委”成员评选评
优和工资挂钩，激励“两委”成员认真履职尽责。四是加强示范点建设，
按照“组织健全、制度完善、运行规范、活动经常、档案齐备、场所标准”的
要求，在全县建设“四带三圈三点”党建示范群，重点打造45个党组织规
范化建设示范村，以点带面促贫困村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四轮驱动”
激发基层治理动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城区坚持高位统筹、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推进
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管理体制。一是建立联动体系，建立智慧
新城网格化管理三级平台，实现发现问题、归口派遣、数字监督、考核评
价等环节线上运作、线下处置无缝对接。二是工作力量下沉，将城管、环
卫等10个部门执法人员下沉到街道，组成联合执法队，由街道统一指
挥。在保合少镇、成吉思汗大街街道试点挂牌成立了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做到人员、编制、权力、职责“四个到位”，切实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三
是加强督导问效，建立区委一线指导、纪委重点监督、考核全程跟踪的督
导问效工作机制，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及时进行问责，进一步
强化了街道的统筹功能，确保群众的事件件有回应、有落实。四是坚持
一线用人导向，探索建立基层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常态机制，先后有10余
名基层干部得到提拔使用，营造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多措并举
提高社区队伍水平

回民区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劲往基层使，着力提升社区
干部队伍建设质量。一是力量下沉充实队伍，通过社区“两委”换届，
将肯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优秀干部选入社区“两委”班子，为每个社
区选配了1名专职党务副书记，同时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社区挂职锻
炼，保证每个社区工作人员平均达到15名。二是强化培训提升能力，采
取请进来、走出去、定向培训、轮训等方式，提高社区干部的专业水平、综
合素质和服务能力。今年以来，回民区共举办了3期专题培训班，实现
社区工作人员培训全覆盖。三是提升保障拴心留人，出台《回民区优秀
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奖励办法》，建立健全正面激励机制，截至
目前，共发放两批次56人近16万元。累计投入建设资金9000余万元，
提升社区阵地建设水平。四是严督实导强化管理，创新完善考核评价机
制，加强日常考核和分类考核，通过电脑网络进行民主测评，采取“4+X”
模式进行分析研判，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调动了社区干部工作积极性。

“红色灯塔”
让居民感受党的温暖

玉泉区主动适应城市基层党建新发展，建成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48处，成为居民心中的“红色灯塔”，让党员群众时刻感受到党组织
就在身边。一是注重实效，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功能实用、分区合理，
成为党员活动和接受教育的首选场所。二是注重服务，位于玉泉区
劳动用工综合服务市场的工友之家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为务工人员
提供职业介绍、培训、维权等一站式服务，架起了党与务工人员之间
的连心桥。西菜园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突出服务区域化党建功能的需
要，设立党员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谈心室、红色宣传阵
地、红色观影厅等功能齐全的服务设施。三是注重创新，裕隆工业园
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了“1234”工作法、党建联盟、企业轮
值等党建特色亮点做法，率先将党务查询机、小胖机器人、曲面投影
仪等新型设备运用于党建服务项目中，实现了党员教育培训科技化、
便利化。

党建引领
打造“红领蓝海”品牌

赛罕区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以“一流党建促一流园区为发展”
理念，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意组织生活，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提
高员工素质、增强核心竞争力，把党的建设与园区产业发展融为
一体，打造出园区党建特色品牌——“红领蓝海”。一是组建联合
党委发挥龙头作用，联合党委下设 7个党支部，按照一支部一品牌
的思路，打造出“红色星火”、“红色薯网”等特色党建品牌。二是
搭建平台提升党建效能，园区企业自主研发互联网党建创新平
台，10万人可同时在线学习，设 729门微课程，可以利用碎片化时
间进行线上学习，实现专家、课程、活动共享。三是拓展阵地扩大
服务，园区联合党委建立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设置展示区、交流
区、阅读区、活动区等功能区。园区规模企业配套建立党员活动
室，制作了每月学习主题卡片，让每名党员学有计划、学有方向，
优化了线下工作方式。

互联网+
构建党员精神家园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动跟进企业发展需求，通过一微
一网一平台为企业党员建起共同的精神家园。一网，就是呼和
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建网，设置了党建动态、专题活动、非公
党建、基层工作、党风廉政、人才工作等版块，专人负责、定期维
护。一微，就是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建平台微信公众号，
包括党建云网、学习园地和群团工作三大板块，每天进行各类信
息推送。一平台，就是搭建远程广场平台，利用单位、非公有制
企业、户外广场 LED 大屏幕，定期滚动播放相关党内政策法规，
打造视频党校、映像先锋等远程教育品牌，实行按需点播，做到
党员群众想看什么就播放什么。

（本版图片均由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员会组织部提供）

清华大学研究生部新生党支书“新雁班”的学生在土默特红色教
育基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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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泉村村民在村集体项目黑水泉豆腐厂中进行豆腐深加工。 和盛育林公司党员赴延安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窑沟乡扶贫扶智活动。 上秃亥乡黑沙兔村“两委”班子与村民党员代表适时通报相关惠
民政策及就业信息。

举办以党建为引领、深化民族团结、开展扫黑除恶、推动社会综合
治理专题培训班。

裕隆工业园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用机器人小胖为广大党员讲解
党史知识。

园区联合党委组织拓展训练。 党建网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