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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观潮

五化协同 大抓基层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党支部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环节
链条中的“关键主体”，是确保责任有
效落实的关键一环。阿拉善盟通过分
类别设置联系点，以明责定责、考责问
效、分级指导的方式，压紧压实各级党
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抓党建工作责
任，为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制定印发《党委（党组）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党委（党组）
书记及班子成员党建工作联系点制
度》，突出发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和
班子成员“关键少数”作用，用制度形
式为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党组织书
记和班子成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划定“硬指标”“硬杠杠”，着力解

决党支部建设“谁来抓、谁来管”的问
题。

坚持以上率下
划好指导联系“责任田”

应建尽建、应联尽联，是阿拉善盟
建立《党委（党组）书记及班子成员党
建工作联系点制度》的重要原则。

盟旗四大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各
区党工委委员、盟（旗、区）直部门党组
（党委）书记及班子成员、党的工作机
关班子成员以及阿拉善职业技术学
院、盟直各企业党委、苏木镇（街道）党
（工）委班子成员作为责任主体，按照
“一对一”联系方式，综合做到每人建
立1个党建工作联系点，根据分管工作
实际至少联系1个基层党支部，确保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一个都不
能少”。

“我们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
书记的关键作用，要求他们紧盯薄弱
环节确定联系点，带动班子成员扩大
联系点覆盖范围，确保党支部建设有
人抓、有人管，促进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整体提升”，盟委组织部党建秘书科副
科长王旭说。

在建立联系点时，阿拉善盟坚持
问题导向，将主动联系确定“后进党支
部”为联系点作为对各级党委（党组）
书记的“硬要求”，督促各级“第一责任
人”带头抓、亲自抓，通过力量下沉、中
心下移，推动实现扩大先进支部增量、
提升中间支部水平、整顿后进支部的
工作目标。

紧抓立责明责
绘好提质提效“任务图”

“作为新时代的医保人，我们深知

医保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阿拉
善盟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泽在
所联系党支部开展讲党课活动时说。
如今，像这样带着任务、带着政策讲党
课，正逐渐成为阿拉善盟各级党委（党
组）书记和班子成员开展指导联系工
作的“常态内容”。

阿拉善盟着眼于压实党委（党组）
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明确了指导推动从严管
党治党责任落实、党建重点工作任务
落实、各类问题整改落实 3项工作职
责，列出了每年深入联系点不少于 2
次，帮助解决1-2个突出问题；定期分
析研判联系点党建工作；每年深入联
系点讲党课、开展谈心谈话、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带头深入联系
点开展志愿服务、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做好关怀帮扶工作等4项基本任务，确

保“一把手”不甩手、班子成员不缩手。
此外，还突出“帮忙不包办、到位

不越位”的工作要求，倒逼联系点党组
织依靠自身抓工作，推动联系点党组
织党建工作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
蜕变。

从严考责问效
树好激励担当“风向标”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阿拉善
盟坚持效果导向，把加强党支部建设
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
将指导联系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
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和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内容，推动各
级党组织书记走上前台、抓实支部。

坚持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明
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书记的监督

指导责任；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部门
和单位党组织书记的督促指导责任，
加强履职情况考核，并作为衡量日常
工作表现和年度考核评优的重要依
据。

加强工作统筹，明确各级党建领
导小组、纪检机关和党委办公室、职能
部门、办事机构以及直属机关工委的
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职责，督促相关
单位各负其职、各尽其责，推动形成全
方位履责监督的工作合力。

坚持失责必问，明确失职失责负
面情形，对党委（党组）书记及其班子
成员落实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方面存
在突出问题的，通过提醒谈话等方式，
限期整改；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突出问
题较多、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及时约
谈、批评教育，切实以严的举措，打通
党建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

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及庆玲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杭锦旗立足各
领域党支部实际，坚持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
点，围绕政治功能强、队伍建设强、组织生活强、作
用发挥强、群众工作强“五强”标准，以创促评、以
评促建、以建提质，引导带动各领域党支部全面开
展“最强党支部”创建工作。

明确目标 部署到位

“同志们，按照旗委组织部要求，今天我们进行
‘最强党支部’创建宣讲”。7月1日，杭锦旗委组织
部第十一指导组全体成员到旗公安局，围绕“最强
党支部”工作定位、目标任务、建设标准、评定方式

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
“锡尼镇党委及时对旗委关于‘最强党支部’

建设的要求进行学习研究，认真分析全镇各党支
部的基本情况，包村干部第一时间深入所包村进
行部署安排，将‘最强党支部’建设与消费扶贫、环
境卫生整治、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等中心工作
进行融合，形成明确的创建时间安排表。”锡尼镇
党委副书记李海军介绍道。

领导带头 压实责任

6月30日，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杭锦旗委书
记金广军带头为“最强党支部”联系点旗委办党支部
作了“讲政治、顾大局、敢担当、争做党办合格干部”专
题党课；7月1日，杭锦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峰为伊
和乌素苏木巴音乌素嘎查农牧民党员作了《关于脱贫

攻坚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思考》专题党课报告。在领导
干部带头下，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主动到各自结对联系
点参与“最强党支部”创建工作。

实践中，杭锦旗充分发挥旗委“一线指挥部”
作用，旗委书记带头，县处级党员干部全部建立

“最强党支部”建设工作联系点，23名党员干部与
12个嘎查村、2个社区、6个机关支部、1个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和2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结成“帮扶对子”，定期深入联系点检查指
导党支部建设工作。同时，细化了嘎查村、社区、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等9个领域

“最强党支部”建设参考标准和建设干部职责任务
清单，通过“线上培训”+“线下宣传”方式提升各级
党组织“带头人”业务水平，确保“最强党支部”建
设有抓手、易操作。

破解难题 发挥作用

“以前小区电动车没地方停，如今，建起标准
化的充电桩和停车棚，没有了安全隐患，有困难找

‘最强党支部’准没错”。锡尼镇喜洋洋小区居民
纷纷为党支部点赞。

“最强党支部”创建以来，杭锦旗125支“党员
志愿服务队”、4106名党员干部结对遍访社区居
民，共摸排小区环境卫生整治、道路破损、屋顶漏
水、墙皮脱落、充电棚数量少、绿化面积不足等各
类民生问题54类625项，已完成415项，一大批群
众关心的烦心事、操心事得到了有效解决。

杭锦旗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主动性和创造
力，通过扎实开展“最强党支部”建设工作，有效推
动了全旗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建设“最强党支部”，我们有办法

阵地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实习生 方进东

回想起几个月前抗疫一线的消杀
经历，达拉特旗平原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田岩峰仍心有余悸。新春过后，达
拉特旗东源新村小区，出现全旗首例
确诊患者。

达拉特旗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成
立一支消杀组，田岩峰主动请缨。“东
源新村是平原街道辖区，我愿意进入
消杀组。”坚定的目光，坚决的语气，感
染着消杀组的每一位队员。

就这样，背着40斤重的喷雾器，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迈着不太利
索的脚步，田岩峰带着队员们开始了
日复一日的消杀工作。消杀区域不仅
包括确诊患者居住的楼道，而是东源
新村所有36栋楼、151个单元，每一级
台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同时，
消杀队员还要在折返下楼的时候，负
责楼道内居民们生活垃圾的消毒和清
运。

“开始之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消
杀工作的不易。没过多久，胸闷、气
短、水汽遮挡护目镜等一系列问题就
都出现了。”田岩峰说。

共产党员就是要勇于攻坚克难敢
于担当。守着这份初心，田岩峰努力
坚持着，直到完成每天的最后一级台
阶的消毒。渴了，忍着，没有时间喝
水，也不敢喝水，因为怕上厕所、怕穿
脱污染防护服；累了，撑着，趁着队友
帮着装药的一两分钟间隙，才能坐在
旁边的椅子上稍作休息；想儿子了，也
只能开个视频通话，隔着手机屏幕拥
抱、亲吻。

防控告捷时，大家伙儿计算：田岩
峰在挺进消杀组的半个月里，累计喷
洒消毒液1.2万斤，喷洒的消毒面积
累计2.7余万平方米。

对于东源新村小区居民来说，田
岩峰和他的消杀队员们是最可敬可爱
的人，可对于田岩峰来说，他只是做了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因为在
2015年7月入党宣誓那一刻起，他就
明白一个道理：共产党员是老百姓的
服务员。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把个
人努力的方向，放在为人民服务之中。

带着这样的使命担当，田岩峰工
作起来有方向，有干劲。

田岩峰分管街道防洪工作时，听
说达拉特旗人民医院旧家属楼门前的
那条路常因下雨积水泥泞不堪影响居
民出行。他马上与达拉特旗水利工程
设计人员沟通协调，连夜勘察，设计改
建方案。方案敲定后，他又马不停蹄
地跑住建部门和市政管理部门争取资
金和技术支持，经过多方协调奔走，道
路改建项目抢在雨季前竣工，这条路
再也没有出现过雨天积水的现象。

田岩峰分管社会救助工作时，旗
人民医院保安科打来电话，称有一个
唇腭裂的婴儿被人遗弃在医院厕所
里。他和同事及时赶到，并把孩子妥
善安置在一个居民大姐家里，又为孩
子买了尿不湿、牛奶和衣服。同时他
又报警，帮忙找到了孩子的父母。为
了防止婴儿父母再次弃婴，他不厌其
烦为他们宣讲大病救助政策和部分慈
善机构对唇腭裂患者的救助政策，并
告诉婴儿父母在现代医学条件下唇腭
裂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恢复到和常人一
样，且不影响智力和身体发育。在田
岩峰的耐心劝导下，婴儿父母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并打消心中疑虑，带着孩
子回家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田岩峰把
服务于民作为第一宗旨，始终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深刻
内涵。老百姓都称他“田服务员”。

当好老百姓的
“服务员”

时间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关
键节点。在过去 8 个多月时间里，我
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全国上
下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让我们在
短时间内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

在打赢“抗疫大战”的同时，我们
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推进脱贫
攻坚，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优先支
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防止因疫致
贫或返贫，使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
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
难者。回望历史深处，中国号巨轮一
路经风历雨、劈波斩浪，离不开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更离不开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的警醒。

从“杀开一条血路”的改革胆略，
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政治自觉，从

“打开一扇窗”的实验探索，到“开放的
大门打开就不会关上”的坚定信念，每
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一代代人接
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
来的。我们的脚步总是在实干中更显
厚重，我们的事业也总是在实干中愈
显壮丽。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
是干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
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注：
引自 2012年 12月 7日至 11日《在广东
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我们用实干成就了辉煌的过去，
也必须用实干才能赢得美好的未来。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的艰难。

长风过隘口，奋斗正当时。越是
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
巨，越需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才能
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变为现
实。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期待
新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人民在期待着我们，历史在期待着我
们。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力戒虚功、务
求实效，以实打实的行动、实实在在的
业绩，交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合格
答卷。

以实干精神
写好新时代答卷

◎山夕

榜样

为提升民警政治站位，
铸牢忠诚警魂，近日，呼和浩
特铁路公安处所属的呼和浩
特东车站派出所、刑警支队
以及交管支队党员民警代表
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图为民警参观
展馆。

本报记者 宋爽 摄

铸牢忠诚警魂

□图/文 李福利 包沙琳
杜婷婷

九月的河套平原米谷满仓、
瓜果飘香。9月22日是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举行“强党
建、促振兴、惠三农”活动，以独
特的“晒秋”方式，欢庆丰收节，
共享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成果。

乌拉特后旗烈
马先锋青春党支部
在活动现场直播带
货，为农牧民代言，
助力消费扶贫。

巴音塔拉嘎查第一书记温晓峰现场向农民群众推介嘎查村集体经济
脱贫产业特色农产品糖玉米。

"强党建，促振兴，惠三
农“，嘎查第一书记、农牧民、
脱贫户等代表齐喝彩。

强党建强党建 促振兴促振兴 惠三农惠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