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及庆玲

“‘云培训’非常及时，课程内容
丰富、讲解专业又易懂。白天忙工
作，晚上忙学习，虽然有点累但是心
里踏实了，头脑充实了，工作更自信
了！”大家对“云培训”好评不断。

近日，包头市达茂旗委组织部
和旗委党校联合举办为期 5天的

“脱贫攻坚网络夜校培训班”，对全
旗各苏木乡镇党委副书记、组织委
员，全旗嘎查村“两委”成员、驻村第
一书记等500余人进行“云培训”，
确保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培训“不
断档”、学习“不打烊”。

在培训方式上，依托“汇贤讲
堂”网络平台，打造“线上课堂”，强
化疫情期间培训“零接触”。在培训
内容上，深入了解脱贫攻坚一线干
部培训需求，结合脱贫攻坚干部岗
位特点和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内容，
重点学习脱贫攻坚、农产品品牌打
造与经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等课程，增强学习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苏木乡镇脱
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再充电。

培训期间，大家认真听讲，积极
开展交流和讨论，有效加强了苏木
乡镇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理论武装，
提升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实战能
力。

“网络夜校”
圈粉扶贫干部

□本报记者 宋爽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6月30日，
在内蒙古军区机关营院新落成的“听党指挥”
雕塑广场前，93岁高龄、全军先进离休干部梁
育秀领读入党誓词。

这是“亮丽北疆党旗红”系列活动的一个
场景。观看“庆‘七一’老首长个人红色收藏
展”、参观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和军区军史馆、参
加《学习强国》挑战答题知识竞赛、重温红色记
忆野营拉练……“七一”前夕，各干休所广泛开
展“亮丽北疆党旗红”系列活动，让老革命前辈
和大家在追忆战斗经历、回顾辉煌战史中、感
受沧桑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给予我们的，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做党的忠诚战士。”梁育秀发自肺腑、
语重心长的话语，深深扣响年轻党员的心弦。

“入了党，你们就要听党的话，坚决完成
党交给的任何一项工作和任务。”在为新党员
佩戴党徽活动中，有 70余年党龄的王希荣、
布音巴图，亲手为休干系统新发展党员佩戴
党徽后嘱咐他们。文职人员马九旭表示：“胸
前的党徽，不仅仅是激励，更是一种鞭策，我
们要传承好老前辈的优良传统，时刻牢记党
员身份，激情满怀地投入到老干部事业中。”

通过给党送生日祝福、接受心灵洗礼的一
系列活动，老党员们纷纷表示，要珍惜历史荣
誉，永葆革命本色，积极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
心和支持军区部队建设。

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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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俊楼
实习生 孙伟 陈小伟

在赤峰市喀喇沁旗南台子乡全领
域融合发展设施农业产业示范园，占
地2500亩的 486栋大棚覆盖了整片
山坡。走进种植户秦治远的硬果番茄
暖棚，老两口正在给秧苗拉枝剪叶。

“以前靠着山坡地种庄稼，收成不好。
去年，在南台子乡与北京两个街道党
工委的协调下，免费给我盖了一栋大
棚，收入翻了四倍多，一下子脱贫
了。”秦治远说。

2019年以来，南台子乡深入推进
融合党建促脱贫攻坚，与北京市西城区
新街口街道、什刹海街道党工委共融共
建，成立了非建制性新什南协作扶贫党
建联合体，借京蒙帮扶“东风”，共引进
资金100万元、协调资金3800余万元，
建成覆盖4个村的产业示范园。

近年来，喀喇沁旗积极探索全领
域基层党建融合发展，形成了“组织

相加、工作相融、党建引领、发展共
赢”的融合党建发展机制，变“散兵
作战”为“团体作战”，有效破解新
形势下发展难题。

协同作战解难题

“我们成立的党建联合体，是党组
织设置的一种探索与创新，虽然是非
建制性，但作为组织部门要管理好、规
范好、运行好，让其发挥引领作用、攻
坚作用。”喀喇沁旗委组织部副部长郭
亚军说。

截止目前，喀喇沁旗共建立党建
联合体32个，制定下发《融合党建三
年行动计划》，串点成线、扩线成面，覆
盖全旗党组织408个，其中 161个村
全部纳入党建联合体。制定党建联合
体书记轮值、委员选任、联席会议、活
动共搞等制度15项，确保党建联合体
运行规范、活动多样，将联合体党组织
引领力、战斗力、凝聚力、影响力真正
发挥出来。

创新实施融合党建以来，喀喇沁
旗发挥党建联合体成员单位政策优
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项目优势、资
金优势，“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建立
供需对接清单，成员单位解决各类问
题。

喀喇沁旗税务局机关党委联合赤
峰市仁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党支
部、内蒙古蒙东医药现代物流有限公
司联合党支部等共18家企业党组织、
11个乡镇街道，紧扣“落实减税降费、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以“融合
党建增活力、减税降费促发展”为主要
内容，举办党建融合减税降费知识竞
赛暨税企互动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我去年栽植了3.5亩的冷富苹果
树，但是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剪枝、
何时施肥、如何预防病虫害。当我把
这个困难反映给村书记后，第二天旗
林草局的技术人员就来到地头手把手
教我，当年纯收入就达到3.5万元。”喀
喇沁旗高营子村林果基地种植户王国
龙高兴地说。

融合党建，不仅仅是组织上的相
加、制度上的联创，最重要的是发挥成
员单位党组织优势，心往一处想、劲儿
往一处使，实现1+1＞2的效果。

为实现融合党建作用发挥最大
化，该旗打造“两线三区”融合党建品
牌——围绕乡村旅游、林果采摘、休闲
娱乐，串联2个乡镇29个村打造“乡村
旅游红色风景线”；围绕生态建设、乡
村美食、运动养生，串联2个乡镇42个
村打造“生态运动红色风景线”；围绕
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富民强村，覆盖
4个乡镇77个村打造“富民强村红色
示范区”；围绕便民服务、资源共享、优
化营商环境，覆盖2个街道1个开发区
打造“便民服务红色示范区”；围绕京
蒙帮扶资源优势，通过南台子乡与北
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什刹海街道
联建共建打造“跨区域红色协作区”。

共管共治齐发力

日前，喀喇沁旗河南街道广场社

区建筑公司的小区党员中心户张国军
向网格员反映：“小区内有挖开的坑基
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存在安全隐患”。
网格员接到情况立即上报网格长，经
社区党总支书记与开发商、天然气公
司取得联系，两个小时维修人员到达
现场进行维护处理，彻底解决了问题。

在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工作
中，喀喇沁旗积极发挥融合党建优势，
结合机关党员进社区报到、共建党组
织进社区服务、社会组织进社区参与
治理等工作，以党组织的联姻联建为
纽带，将喀喇沁旗各方力量倾斜到基
层、下沉到基层，形成了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涌向基层、走进群众的基层
治理新局面，实现治理资源整合、力量
融合、功能聚合、手段综合。建立“社
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四级网格党组织体系，
通过构建“网格长—楼栋长—单元
长+X名网格协管员”的“3+X”网格管
理模式，把社区内的安全、卫生、排查
等各项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中。喀喇

沁旗10个社区共划分网格1528个，
共有网格员3629人，其中网格员中的
党员有2259人。

喀喇沁旗通过加强网格党组织与
网格内各类党组织的横向融合，实现党
员共管、活动共联、资源共享、难题共
解、文化共融。建立民情收集研判调
处联动机制，把网格党组织作为党建
联合体的拓展延伸，及时将群众诉求
传递到党建联合体，党建联合体协调
成员单位党组织集中资源力量共同研
究解决，构建民情收集研判调处闭合链
条，提升网格办实事、解难事能力。

“现在的社区工作，不再仅仅依靠
社区工作者，更多是共融共建单位党
组织的主动参与，信息采集的速度更
快了、精准度更高了，环境卫生越来
越好了，居民安全感越来越强了。为
了更好服务居民，我们成立了7支志
愿服务队，队员全部由成员单位组成，
努力做到服务居民无死角、无盲区。”
喀喇沁旗河北街道向阳社区党总支书
记陈艳芬说。

打造党建联合体 共绘发展同心圆
视点

知行合一

主题党日活动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促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载
体。诚然，高质量的主题党日活动，对提
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提升组织凝聚力、
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至关重要。

让党员过好党内政治生活，提升党
内政治生活的质量，是新时代党的建设
的重要课题，需要各地各级党组织下大
力气解决。今年以来，阿拉善盟阿拉善
右旗创新主题党日活动“B+T+X”（标
准+特色+先进做法）模式，将主题党日
活动开到脱贫攻坚最前沿，推动党员一
线解决问题、提升工作能力、强化服务意
识，是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更是让
主题党日活动“接地气”的有效做法。

一期优质的主题党日活动，不能仅靠
一个基层党支部单向发力，而有赖于辖区
内各种党建资源协同配合。赤峰市积极
整合农村和城市两大阵地，1310个机关、
社区、嘎查村、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组
建197个基层治理党建联合体，推动辖区
内各类资源，不断被调动、盘活、用好。这
样还能实现一家办活动、大家齐学习，党
员有收获，基层党组织有启发的作用，特
别是各支部间“面对面”学习交流、取长补
短，集体观摩、集体互动，进一步激发了各
党组织打造“党建精品”的热情。

主题党日活动是切入点，解群众之
难才是落脚点。各基层党组织必须让主
题党日活动“接地气”，聚焦群众反映的
难点问题，让党员干部主动认领“任务”，
让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中锤炼党性，才
是有质量、有实效的主题党日活动。

主题党日活动
要“接地气”

◎及庆玲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各地区单位要坚持干字当头、
实字为先，把受疫情影响的时间抢回
来，把落下的任务补起来，列出时间
表、路线图，盯住进度，一步紧跟一步
干，一锤接着一锤敲，确保基层党建
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近日，包
头市召开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调度会
时，对“五化协同、大抓基层”提出具
体要求。

目前，包头市各地区单位全部建
立了党委（党组）会议“第一议题”学
习机制，市本级依托“鹿城先锋学
院”，通过“党建直通车”举办培训班
26个，培训基层党务干部和党员4.35
万人次，全市“鹿城先锋学院”远程教
学点覆盖率达到95%，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直达基层。全市已完成3个旗县
区、54个苏木乡镇、308个嘎查村社
区和26个“两新”组织党群服务中心

建设任务，“1+N”党群服务中心联盟
体系初步建成。全市 463个嘎查村
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达到5万元以
上，占总数的88%。

今年以来，包头市深入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准确把握系
统化谋划、制度化规范、标准化建设、
项目化推进、信息化支撑要求，将实
施“五化协同、大抓基层”与推进“鹿
城先锋”工程和基层党建质量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有机融合，对行之有
效的做法长期坚持，一以贯之抓好推
进落实。

在农村牧区，以推进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促乡村振兴为重点，实施“强
基富民”工程。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扶持壮大集体经济，带动
农牧民持续增收。

在城市社区，以深化系统建设和
整体建设为重点，实施“联动融合”工
程。加强社区网格党建和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推动城市各领域党建联动

推进、融合发展。
在国有企业，以坚持和加强党对

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为重点，实施
“守根固魂”工程。持续抓好中央30
项、自治区22项重点任务落实，切实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在机关单位，以解决“灯下黑”和
“两张皮”问题为重点，实施“表率模
范”工程。开展模范机关创建活动，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在事业单位，以落实党组织领导
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为重
点，实施“聚力引领”工程。健全党政
班子议事决策制度，推动党建工作入
章程。

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以提升
“两个覆盖”质量为重点，实施“红色
领航”工程。创新组织形式、活动方
式、工作机制，推动“两个覆盖”由有
形向有效转变。

与此同时，在全面承接自治区
10个基层党建项目基础上，包头市

结合实际，从解决重点难点堵点问
题出发，谋划确定了 5个创新项目。
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心任务，
实施抓党建促脱贫“大干三百天 决
胜攻坚战”专项行动项目；围绕提升
发展党员规范化水平目标，在总结
试点经验基础上，实施排查解决农
村牧区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项
目；围绕扩大党员教育培训覆盖面，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直达基层，实施
依托“鹿城先锋学院”开展党员教育
培训项目；围绕提升嘎查村党组织
组织力，实施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
评星定级、晋位争先项目；围绕更好
发挥各领域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

“传帮带”作用，提升基层党务干部
能力素质，实施“名书记工作室”创
建项目。细化提出了每个项目的推
进措施，逐项制定了工作方案，进一
步将各项任务细化、实化、具体化，
努力实现“以项目带动全局、以品牌
活跃全盘”的目标。

以项目带动全局 以品牌活跃全盘
五化协同 大抓基层④

阵地

红船初心

观潮

□本报记者 帅政

“丰河村人多地少，怎么能把多
余出来的劳动力盘活，让农民增收，
是我们村‘两委’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丰河
村党支部书记张长青说道。

丰河村党支部通过多方考察，
集体审议，最终决定发展村集体经
济，开展劳务服务，成立丰河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手里有技术、有手艺
的村民纷纷报名，登记备案。村党
支部在建立统一用工档案后，再根
据工程需求和市场用工需要，派单
到人，实现了从农民找工作到工作
送到家的转变。

目前，丰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已派遣劳力2300人次，实现了人均
增收6500元。

“以前也就是种我自己那点儿
地，农闲时候就去打零工，自从咱们
村自己的劳务分包公司成立以后，
邬书记给我们直接安排工作，方便
了我们在家门口就业，还比以前挣
得多。”团结村十二组的村民肖建明
说。团结村力驰海劳务分包公司打
破直接向市场输送农民工的传统模
式，让村支部当起了“包工头”，以村
支部作保，对外积极承揽砌筑、木
质、钢筋、通信、水暖等各类工程，为
用工方和农民工上了“双保险”。

像这样的例子在双河镇还有很
多。各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专业劳
务公司，全面打通农村劳力与用工
市场梗塞，逐步构建农忙时当农民、
农闲时当工人的多元化就业框架。

“盘活”
闲置劳力

为庆祝建党99周年，近日，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政治处党支部举行“为党员过政治生日”主题党日活动，重读入党申请、分享入党
感悟，并为10名党员颁发书籍。 本报记者 宋爽 摄

近日，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内蒙古输气管理处鄂尔多斯
作业区党支部在伊金霍洛旗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党日
活动。活动中，党员们通过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内
容亲身体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途中的艰难险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
的生活。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摄

近日，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学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在
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争先锋”
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一同参观了老牛坡党支部旧址和展馆，以
及北堡村抗战遗址等，激励党员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
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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