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手浇灌常青树 民族团结谱新曲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昭君新村社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昭君新村社
区党总支把“立足民族特色、构建和
谐社区”作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将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纳入社区发展总体规划
及年度工作计划，将民族团结工作
中的解民困、分民忧列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与社区共建单位建立联
系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各民族群众
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社区在管理方面推行“九个一”
工作方式：明确一个社区民族工作
联络员、成立一个社区民族工作协
调小组、建立一套社区少数民族档
案、开辟一处社区民族工作宣传阵

地、组建一支社区少数民族文艺队、
开展一次社区民族团结活动、帮扶
一户社区少数民族困难家庭、评选
一次社区少数民族最美家庭、报道
一次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先进个
人和典型事例，切实增强辖区各族
群众民族团结意识。

社区积极实施民族团结一送、
三必看、三必帮的“一三三”暖心工
程，每年为各民族老党员、孤寡老人
送生日蛋糕；居民家中有大事必看
望、重大节日必看望、生病住院必看
望；居民家庭子女上学有困难必帮、
劳动就业有困难必帮、孤寡老人生
活有困难必帮，形成了各民族群众

“心连心，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唱响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赤峰市松山区临潢家园社区

赤峰市松山区临潢家园社区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促进各
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打造“民族团
结一家亲”的和谐社区。

社区党总支成立了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党群服务中
心设置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堂和
民族政策法规宣传长廊，把学习强
国平台接入讲堂，组建了“草原学习
轻骑兵”小分队，结合主题党日活动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广泛向辖区党员和居民群众宣
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法规。

街道社区党组织依托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在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内增

设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
言服务台，在社区开展了同唱一首歌、
手工创意、民族故事会等特色课程，教
育少年儿童从小树立民族团结进步的
意识。社区定期为各族居民开展免费
健康体检，社区党组织积极探索社区
服务新领域，新增居民办企业登记注
册变更、老年人保健等7个服务项目。

2019年，临潢家园社区成立了
乌兰牧骑演出小分队，结合端午、中
秋、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社区
文化节，开展民族文化宣传交流活
动，不但营造了社区各族居民共居共
学共事共乐的氛围、融洽了各民族居
民之间的关系、增进了邻里感情，而
且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谱和谐曲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王府街道办事处

近年来，阿拉善左旗王府街道
办事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契
机，按照“全覆盖、常态化、抓规范、
树典型”的工作思路，构建了“党建+
共建共治共融共享”的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格局，谱写了一曲曲增
进民族团结的赞歌。

为把社区打造成为各族群众守望
相助的大家庭、积极创建各族群众安
居乐业的良好社区环境，该街道坚持
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同街道各项工作
高度融合，抓在日常、抓在经常。充分
利用街道“和谐讲堂”、各类媒体以及
领导干部讲党课、机关干部讲学课堂
等多种形式，线上线下结合，广泛宣传

党的民族政策，引导各族群众树立“三
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想，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街道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社
区治理工作高度融合，发挥辖区各
级党组织作用，盟、旗互联互动单位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形成了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硬核”力量，
开展“连心”“互助”行动。建立帮扶
慰问和矛盾纠纷化解长效机制，解
决了水、电、暖、路、讯等一大批各族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街道在社区、学校广泛开展民
族团结联谊活动，增进各族群众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营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环境
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
院秉承“爱岗敬业、规范管理、以爱
育爱，为儿童幸福人生奠基”的办院
宗旨，不断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
于“养育、医疗、救治、康复、教育、安
置”全过程中，建立“民族团结一家
亲”活动小组，形成“4321”工作理念
（即：“各民族儿童同生活、同成长、
同学习、同进步”四同理念、“贴近服
务、细致服务、亲情服务”三服务理
念、“以院为家、以爱筑家”两家理念
及“手足相亲，和睦成长”一个目
标）,让各民族孤残儿童在充满爱心
的大家庭中茁壮成长。

儿童福利院坚持将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贯穿于日常养育工作中，让
各民族儿童“同生活、同成长、同学
习、同进步”，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自然地融入孤残儿童的衣食住行。

为了让各民族儿童在快乐学习
中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儿童福
利院针对智力健康儿童开展普及古
筝、围棋、声乐等传统文化教育，还
经常开展足球、篮球、羽毛球等体育
活动，让各民族儿童在运动中相互
学习、促进了解、增进交流。

为了增强孩子们的归属感，儿
童福利院开展“暖暖陪伴”活动，让
不同民族的孩子成为陪伴小组家庭
成员，让教职员工成为家长参与爱
心陪伴，帮助儿童健康地成长。

让民族团结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二幼儿园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二幼儿园积
极创设民族团结环境，营造民族团
结氛围，把民族团结启蒙教育融入
幼儿活动，民族团结教育已经成为
该园的亮点工作。

该园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教育
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带动
全园教师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
法律法规。积极利用民族法规宣传
月、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等契机，广
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
族法律法规等，不断增强师生们“三
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思想认识。

该园在校园显眼位置设置民族团
结宣传标语，在教室和走廊里张贴孩子
们亲手写画的民族团结符号和画报，让

孩子们每天都能接受民族团结的熏陶
和教育。在教学楼公共区域还设置了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展厅。
幼儿园每年9月 1日的开学典

礼都要求家长参加，幼儿园老师通
过“开学寄语”“国旗下的讲话”向家
长们介绍和宣传幼儿园的民族团结
教育课程及活动。幼儿园还成立了

“妈妈故事团”，让家长为孩子们讲
民族故事，讲英雄故事。

从2018年开始，幼儿园每年联合
其它幼儿园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系列活动，不
仅在小朋友的心灵中播撒了民族团结
的种子，也向社会各界展示了幼儿园
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的亮丽风采。

建设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亮丽牧区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布力吾素嘎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布力吾
素嘎查坚持把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
作为首要目标。在上级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嘎查各民族群众的共同
努力下，截至2019年底，嘎查5户贫
困户、15人全部脱贫。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脱贫攻坚
的重点任务，嘎查立足牧区优势，将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紧密结合，发展绿色生态建设、
调整养殖结构，夯实“短尾羊”产业
基础，现已建成70头种公羊基地，目
前已有8户牧民家享受到了使用种
公羊的优惠政策。

为积极做好嘎查特色村寨建
设，嘎查围绕打造宜游、宜居、宜业

的古色古香特色村寨目标，2016年
到 2020年共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480万元。通过几年的努力建
设，嘎查在人居环境、道路建设、人
畜饮水、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
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嘎查成立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嘎查“两委”班子、驻
村工作队经常入户宣传党的民族政
策。嘎查党支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教育引导各族群众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真切切为各
族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
建设,嘎查面貌大为改观，开创了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局面。

高举民族团结旗帜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阿尔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阿尔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把民
族理论、民族政策纳入党委中心组
和政治教育学习计划，采取邀请党
校专家辅导授课等方式，扎实开展
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教育，进一
步增强民警的民族团结意识。专门
成立民族团结教育宣传队，深入口
岸、涉外企业及驻地群众家中，通过
现场宣讲、召开警民座谈会等形式，
组织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边防检查站主动融入边疆民族
地区建设发展大局，找准边检工作与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充分
发挥自身工作优势，努力在维护边疆
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增进民族团结、
树立文明窗口形象上下功夫，维护了

阿尔山口岸出入境秩序和通关安全。
边防检查站坚持从各族群众最

关心、最急需解决的事情着手，联合
联检单位、驻地社区等单位不断推
出便民、利民、为民服务措施，努力
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积极选派优
秀教育骨干担任校外辅导员，利用
国家公祭日、国家安全教育日等时
机，为学生宣传国防知识和边境管
理政策法规，上爱国主义教育辅导
课，累计授课 100余次。结合学雷
锋活动，联合驻地共青团、社区办事
处，共同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10余次。组织所属党支部开展一对
一帮扶活动，定期走访慰问驻地特
困户，累计捐款捐物5万余元。

守望相助 守护公正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
民检察院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把法律监督工作和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深度融合，在依
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全面落实
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规定，确保党
的民族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兼顾落实。

该院建立“定点基地+流动检察”
便民利民工作机制，投入 200多万
元，设立派驻独贵塔拉检察室，购置
流动检察宣传车巡回各苏木镇，加强
普法宣传和民族政策宣讲，及时调处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定期组织干警
深入全旗各中小学开展法律宣讲，制
作印发宣传资料5000余份。

该院不断加强机关各族干部之
间的互帮互学、互鉴互融，在定期开
展的“能力建设大讲堂”活动中，结
合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团结主题，
建立党建教育阵地和干警减压中
心。在机关内部每年组织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大力营造民族
团结、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该院主动融入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选派一名党组成员担任帮扶村“第
一书记”，累计协调落实扶贫项目资金
700余万元，协调有关部门新建5.7公
里柏油路，维修18公里沙石路，打机
电井2眼，铺设节水管道15000米，协
调建成小杂粮加工厂，年创收6万元，
帮助217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万千“石榴籽” 同根共呼吸
包头市青山区

近年来，包头市青山区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做好民族
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持续深入开展。

青山区成立了由10个街镇和1
个民委兼职委员单位组成的11个民
族政策宣传分队，将宣传教育触角
延伸到基层和群众中，构筑起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密切合
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格局。该区充分运用新
技术、新媒体推进“互联网+民族团
结”行动，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以先进
典型为榜样，自觉参与到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中来。

该区建成2600平方米的青山区
少数民族服务基地，通过开展“睦邻
格里”等服务，创新“嵌入式”民族事
务治理体系，延伸特色服务触角。青
山区青少年发展中心累计投入300
多万元进行民族特色校园文化建设，
年均举办“互联网+”民族团结主题比
赛300多次。在各街镇建立少数民
族服务中心和法律援助中心，最大程
度发挥社区网格管理作用。结合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与村、社区结对共建
工作，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共
建”帮扶活动，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改善各族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帮扶困难群众，增
进各族群众福祉，促进了民族团结。

编者按

近日，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互观互学活动在乌兰察布市举行。活动期间召开会议，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战部、自治区民委关于命名第六批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示范嘎查
（村）的决定》，为部分被命名单位颁发牌匾，呼和浩特市昭君新村社区、包头市青山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布力吾素嘎查等9个被命名单位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会上传达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经验交流现场会精神，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做好我区民族工
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强领导，形成合力，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突出主线，创新拓展，注重全面均衡发展；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推动创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与时俱进，务求实效，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创全区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新局面。本报将部分被命名单位的发言进行摘登，以推动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激励全区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贡献。

开展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铸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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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互观互学活动的代表在参加互观互学活动的代表在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社区观摩乌兰察布市察哈尔社区观摩。。

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颁发牌匾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颁发牌匾。。

参加互观互学活动的代表参观集宁战役纪念馆参加互观互学活动的代表参观集宁战役纪念馆。。

（本版文/图均由自治区民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