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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

五化协同 大抓基层

□本报记者 及庆玲

“感谢你们的协调，疫苗已接种。
你们单位在哪？我和媳妇想去给你们
送锦旗。”这是家住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泉山街道的居民许先生在“为民乌兰察
布”信息平台上的留言。2月15日，许
先生通过“为民乌兰察布”微信小程序，
给泉山街道办事处留言反映了女儿因
疫情影响马上要超出疫苗接种期限的
情况。接到留言50分钟后，通过与辖
区卫生院的沟通协调，街道办事处成功
帮许先生完成了疫苗预约，并及时反馈
了办理情况。2月17日，许先生及其小
区有同样问题的居民都给孩子接种了
疫苗。这是乌兰察布市着力打通基层
治理“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生动缩影。

乌兰察布市以办好群众家门口的

事、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为目标，统筹整合各领域基层党组织，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机制建设，注重载
体创新，以构建更高效的基层管理体
制为重点，有效扩大基层群众需求意
见的“穿透力”，不断夯实为民办事的
执行力，在为民办事中提升城市基层
党建的整体效应。

线上线下“双通道”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为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乌
兰察布市持续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开创了线上线下联动、横向纵
向贯通的城市党建新局面。

在“线上”，通过持续建设完善“智
慧社区”和“为民乌兰察布”信息平台，
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全面性和时效
性。一方面，网格长通过“智慧社区”
手持终端将收集到的问题即时逐级上

报，层层记录纪实，避免问题“无疾而
终”，推动问题解决；另一方面，居民通
过“为民乌兰察布”信息平台，在线反
映问题、表达诉求、咨询政策，畅通了
网上办事服务微通道。

在“线下”，通过不断完善网格制
度建设，网格长、网格员通过走街串巷
及时发现网格中的隐患和问题，协调
相关单位部门快速解决井盖损坏、墙
体脱落、杂物堆放等困扰居民的烦心
事，为居民办成一件件暖心事。

截至目前，“为民乌兰察布”信息
平台已经收到并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
问题208件，网格长、网格员收集并解
决问题2259件。特别是在疫情防控
期间，通过“智慧社区”和“为民乌兰察
布”，妥善解决了群众居家隔离期间买
菜难、接种疫苗难等难题，1337名网
格员担任起了居民的采买员和疫情防

控宣传员。
圈里圈外“双模式”

小事找社区，大事找“中心”。按
照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乌兰察布市
积极探索构建“居民自治生活圈”和

“行政管理划分圈”，双轨并行解决居
民的大事小事。

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小区党
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物业
公司“1+4”基层组织架构，使居民直
接参与到网格治理中，对于邻里纠纷、
小区设备维修等在社区内就可以解决
的“小”问题，党组织牵头、社会组织和
物业协助、居民协商在网格内予以解
决。今年以来，中心城区80个社区累
计召开协商议事会343次，协商解决
居民关心关注的326个具体问题，推
动了城镇社区的和谐稳定。

以旗县市区为单位，建立起“社区

—街道—旗县市区指挥中心—各相关
单位”四级协同办公新模式。以旗县
市区指挥中心连接起办事机构和收
集上报问题的街道社区，畅通了问题
办结渠道，实现了随时随地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问题、逐级提交问题、限
时办结问题，彻底解决了过去居民反
映的问题在街道社区出现“中梗阻”
和办结问题进展缓慢的现象。过去
需要一周才能办结的事件，现在 15
分钟内办理部门就能回应，72小时内
就可以办结，提高了城镇居民问题解
决的时效性。

社区机关“双融合”
社区身在服务群众第一线，却因

资源、职能限制为民办事不尽人意。
机关单位资源职能丰富，但直接面对
群众少、难以精准发力为民办事。为
了统筹社区和机关单位需求与资源共

享，乌兰察布市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全面开展市县两级机关事业单位
与街道社区包联共建活动。

集宁区新华单体楼年久失修、环
境较差，最近，包联单位市住建局领导
干部走访调研后，多方协调供热、供水
以及施工单位，对居民楼进行了修葺，
使没人管的老旧小区换了新貌，居民
拍手称赞。

像这样，机关事业单位和包联街
道社区对接，建立起需求、资源和项目

“三张清单”，共同开展党建联建、文明
教育、扶贫帮困、环境治理、矛盾化解
等工作，形成了“社区+物业+包联单
位”长效服务机制。

“三张清单”工作机制实施以来，
市区两级492个单位党组织与街道社
区对接，建立资源清单557项、需求清
单689项、对接项目420项。

办好群众事 走好为民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基层党建工作领域越来越宽广，
内容越来越丰富，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工作任务、组织形式、工作
方法等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和发
展需要，树立“融合党建”理念，
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的新机制，将党的思想、组织、
作风、制度等建设有效融合，避
免出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
张皮”现象。

抓基层党建融合并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要把抓基层打
基 础 作 为 长 远 之 计 和 固 本 之
策，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在推进融合党建的过
程中，充分认识到融合党建的根
本目标，是为了保障党建工作和
业务工作的有效落实。因此，在
抓融合党建时不能偏离“抓党建
促发展”这个中心，善于借助党
的建设推动业务工作的发展，通
过业务工作的载体和平台推动
党的建设，积极寻找党建工作与
业务工作的融合点，真正做到业
务工作与党的建设同向发力、相
互促进。

现阶段，在如何处理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关系上，一些
党组织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
开展党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确立融合理念，找准融合
路径，从“你是你、我是我”变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成
为“ 你 就 是 我 、我 就 是 你 ”。同
时，建立融合党建工作责任清
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紧扣
融合党建的目标任务，一起谋
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彻底
改变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一
手软、一手硬”的状况。

要把融合理念落地落实，建
立党建和业务一体化工作责任
制，坚持党组织统一领导、各部
门密切配合、党员干部具体落
实，推动形成齐心协力、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扎实推进党建
与业务相融互促

◎郝佳丽

□本报记者 宋爽

每日巡访，列出居民需求清单，通过终端
上报、分析研判、协调解决。连日来，家住赤峰
市宁城县泰和小区的党员刘欣多了一个身份，
做为泰和社区第二网格的网格长，她化身社区

“管家婆”，搜寻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并第一时间帮忙解题化“堵”。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这是宁城县构建
城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宁城县坚持以智慧党建引领，聚焦社区治理、
为民服务，在小区中运用“红色网格”，配强“红色管
家”，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切实做到民呼我应。

街道党工委按照“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工作
便捷、便于管理”的原则，织就“社区党组织—网格
党支部—网格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网。深入推行

“一长一员一团队”的服务模式。今年以来，“红色
管家”收集上报各类诉求事项3562条，处置率达到
96.56%。“过去居民的大事小情，只能找社区，社区
人手少、活儿多，拖个三天五日能解决就是快的了，
现在不一样了，‘脏乱差’不见了，事情办理提速
了。”在泰和小区居住多年的吴大爷说。

党建领航之下，社区将网格区域内的综治、
民政、社保、医保、司法、信访等资源力量进行了
有效整合，建立起以党员为骨干，社区工作者、居
民代表、志愿服务者、群团组织等多元群体为支
撑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体系，社区党建联合
体融合单位3000余名“双报道”党员志愿者共同
参与协助网格区域内“多网合一”服务治理。打
造出共建共享共治的党建“朋友圈”。融合共建
单位以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活动共建、每季召开一
次事务会议共商、每一件事都有专人负责落实共
抓为载体，形成合力共治。社区治理由唱“独角
戏”向“大合唱”转变，多元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资
源有机结合，有效实现“多格合一”。

“有事就找网格长”已然成为社区居民的口
头禅，小网格释放出的大效应，带动社区全员参与
治理、全域覆盖服务的协同治理新格局逐步形成。

党建“朋友圈”
化解居民堵心事

□见习记者 郝佳丽

“通过与优秀社区干部每月一次的见面会
或互访，实现了社区治理优秀经验的共享。‘书记
荟’成了我们答疑释惑、带教帮扶的好平台，我从
中受益良多……”近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举
办的优秀社区干部见面会上，观音庙社区党委书
记杨俊爱分享了自己的参会心得。

在每月一次的见面会上，参会的社区负责
人都要分享心得体会，以此提高工作质量。玉泉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普说：“每月一次的见面
会和互访轮训，总结成功案例，共同探讨、学习、
分享基层治理新经验，可以更好地发挥共享功
能，展示基层治理先进工作经验。”

玉泉区坚持“五化协同、大抓基层”工作要
求，牢固树立“全域党建”理念，切实加强区域
统筹，推进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
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形成“泉民行
动”融合党建品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通过优化设置，将223个党支部建在网格
上，在223名优秀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辖区居
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微力量”汇聚
成服务社区“大力量”。清泉街社区78岁的续长
生老人参加社区志愿者服务十几年，他说：“虽然
我年龄大了，志愿服务力量薄弱，但只要动起来，
就能为服务居民和基层治理出一份力。”在清泉
街社区，像续长生老人这样的志愿者有1200人，
大家根据特长自发组成了青年志愿服务队、便民
能人服务队、夕阳红服务队、政策宣讲队等8支
队伍，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如今，“泉民行动”融合党建品牌作用日益
凸显，服务群众功能日渐完善，基层治理新格
局也在持续扩大，为居民群众营造了欢乐祥和
的生活环境。

志愿服务：
“微力量”汇聚大爱心

□本报记者 及庆玲

“组织建立了，人心就齐了，凝聚力战斗力
也有了显著提升，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也更足
了。”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嘎
查党组织书记白双龙说。

乌兰浩特市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建立市委统一领导，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推进，镇
村党组织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目前，已完成
61个嘎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工作，54名现
任嘎查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强化党建引领 突破重点难点
坚持党建带动重点项目，对集体经济发展

较薄弱的嘎查村，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力
度，充分发挥上级扶持资金的撬动作用，以点带

面促进整体提升。
义勒力特镇羊场子嘎查、太平嘎查、民合嘎

查一直是集体经济发展薄弱村，2017年在嘎查
村集体经济“清零递增”行动中，通过资产盘活
（闲置机械发包）、苏鲁克养殖模式，实现了集体
经济“清零”目标，但2017年底收益均未突破2
万元。

2019年，乌兰浩特市将这3个嘎查纳入向
中央、自治区重点扶持推荐的7个嘎查村中，通
过整合扶持资金购置门市楼房、搭建农业设施
大棚等方式，实现了集体经济提档升级。2020
年推荐的2个嘎查村，目前已完成项目实施方案
及市镇两级公示工作，中央、自治区和盟市四级
财政扶持资金已匹配落实到位。通过上级专项
扶持，有效帮助了薄弱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迈
开步子”，让资金循环利用，让发展细水长流。

打破壁垒界限 聚力共联共建
大力加强镇域统筹，坚持“握指成拳”，破除

发展屏障，借助“强村”带“弱村”的有力优势，积
极探索嘎查村多村入股，共同分红的发展新模
式。

义勒力特镇合发嘎查、黄家店嘎查整合扶
贫资金200万元，建设豆角加工厂，平均每年为
2个嘎查的集体经济增收16万元，有效解决了
黄家店嘎查本地资源、条件匮乏、无发展优势的
问题。葛根庙镇稻米加工厂、肉牛养殖基地、黏
玉米加工厂等联村集体经济项目通过区域统
筹、跨村发展，带动所辖10个嘎查村每年共计增
收128万。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整合上级扶持
资金300万元，入股火星村段兴文育肥牛养殖
合作社，每年分红30万元用于充实集体经济较
薄弱嘎查村。

借助有利优势 实现农旅融合
结合地理优势，依托自然风光，充分发挥嘎

查村集体民俗风情、农业产业、地理位置等特色
优势，结合“五城同创”，大力发展农村特色旅游

业。
今年，乌兰哈达镇稻花村借势发展、借水兴

业，将原有的西北湖周边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和
治理，打造神骏湾旅游度假区，与成吉思汗庙景
区和天骄天骏景区形成三角之势，相映成趣。
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分别由自治区扶贫帮扶
单位自治区烟草公司和盟市两级财政扶持。

“我在这儿当保安，每个月能收入2500多
元，我还打算在家里开个小卖铺，这样还能增加
一笔收入。”从景区动工修建开始，建档立卡贫
困户佟宝山就一直在景区工地打零工，现在景
区开门迎客了，他就到景区当起了保安。如今，
在度假区务工的当地村民有35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5人，保底每月工资2000元，帮助村民
们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度假区的开业运
营，成为稻花村集体经济的另一个经济支撑点，
同时也开启了“农旅+农耕+就业务工”的发展模
式新起点。

基层党建精准发力 集体经济活水长流

近日，呼和浩特市清
水河县公安局、清水河县
窑沟乡大井沟党支部组织
党员赴土默特红色教育基
地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一张张老照片、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回顾
党的光辉历程，重温革命
峥嵘岁月，深刻领悟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重温
革命峥嵘岁月

近日，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满洲里二卡边境
派出所党支部联合二卡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期
间，党员们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
清除辖区内杂草、垃圾等。

本报记者 宋爽 摄

凝心聚力强党建

阵
地

近日，航天科工六院金岗重工综合管理部党支部在乌兰夫纪念馆开展“颂
党恩 话使命 争做合格共产党员”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追寻前辈
足迹，齐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并进行了红色经典颂读比赛。 贾燕 摄

争做合格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