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365个日夜，四季
更迭，2020 年转瞬即
逝，哪些片段最让您
难忘？是举国同心抗
击疫情的众志成城，
是复工复产复市复
业的坚定稳健，又或
是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热火朝天，还是
推动经济全面复苏
的纵横捭阖......总有
一个瞬间让您记忆
犹新。这一年，我们
与您一同见证了全
区党的建设进程中
的大事小情，一起在
饱含深情的期待中，
迎接美好生活。

坚守与创新，是
我们心中之梦的开
始，也是我们脚下之
路的延伸。随着崭
新的 2021 年台历逐
页翻开，《先锋》版也
在改版中踏上新的
起点。今年，《先锋》
版进一步优化版面，
提 高 质 量 ，拓 宽 视
野，新开设“百年第
一”“红色寻访”“近
邻”等栏目，推出更
多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作品。“百
年第一”：转载权威
媒体关于中国共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以
来，称得上“第一”的
100 个故事。“近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报道各
地街道、社区党组织
联合当地机关单位，
组 织 联 建 、活 动 联
办 ，推 行 网 格 化 治
理、“红色物业”等提
升群众幸福感的举
措。

冬日里，阳光洒
在脸上，暖在心间。
我们期待与您一起
交 流 经 验 、分 享 心
得，把您热切关注的
目光当做前进的最
大动力；我们期待与
您同行，一起怀着美
好的愿景、朝着共同
的方向，点燃这段新
的征程！

赤峰市充分发挥党组织领
导核心作用，全面深化城乡基层
网格化治理，探索出一条以党建
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有效
路径；杭锦旗始终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深化和拓展社区党建互联
互动，进一步完善了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以党建引领为重点，推动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
步，为推进基层治理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在内蒙古大地上，
各级各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
同向发力，激发起社会治理“人
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澎湃活力。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
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
起来。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新的成就不断斩获，新
的局面也不断展现。然而，也正
是因为这些个“新”，基层治理的
很多问题也经常是前所未见的，
给各级党组织出了一道难度不
小的“作业题”。要答好基层治
理的这道题，就必须要用好党建
引领的这支笔。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要通过基层党
建引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
治理各个方面，形成以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多元参与共治的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把基层治理的过
程转化为访民生、知民情、解民
难、暖民心的过程。举例来说，
疫情期间，广大党员干部通过亮
身份、设岗位、包片区的方式下
沉支援基层，有效缓解了基层人
手紧张、应对忙乱、统筹不协调
等问题。这不应该只是临时应
急之举，更应该成为基层治理发
力方向，通过实现党员干部下沉
常态化，深化上下级良性互动，按
下基层治理“快进键”。

人民群众是基层治理的主
体，基层治理能力强不强、治理效
果好不好，人民群众才是最终评
判者，只有人民群众满意，基层治
理能力才算提升。疫情期间，我
们依靠群众取得了疫情防控的伟
大胜利，而在常态化的基层治理
中，仍然需要走好群众路线。要
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健全群众参与
机制，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
积极性，帮助群众强化参与意识、
掌握参与路径、提高参与能力，引
导形成“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定、
群众办”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长效机制，既让群众积极参与到
基层治理中，也让他们真切感受
到基层治理成果。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
而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
基层治理方式与时俱进的必然
要求。我们要不断完善党领导
下的基层治理格局，推动党组织
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
工作体系，提高基层治理成效，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用好党建引领笔
答好基层治理题

◎李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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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紧扣为民服务，扎实推进
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推动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抓网格设置到位
织密网格治理“连心网”

近日，家住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
白音花嘎查的杨玉玲有件高兴事儿：
她实现了多年来想学习面点制作的心
愿。说起心愿达成，杨玉玲最感谢的
就是村里的网格员。几天前，网格员
带着服务清单入户走访，了解到杨玉
玲有想学习面点制作的需求后，第一
时间帮她报名参加了中式面点培训
班。

葛根庙镇还注重发挥嘎查村带头
人的“红色头雁”作用，帮助村民解决
实际困难。“养殖有问题，就找杨书
记！”哈日野马吐嘎查的村民包宝柱遇
到养殖难题。作为党支部书记、嘎查
网格长、养殖能手的杨胜利得知情况
后，第一时间来到他家进行技术指导，

治好了包宝柱的心病。
像这样，兴安盟按照辖区面积、地

理位置、人口规模、集散程度、党员分
布等情况，合理划分单元格，以自然村
和社区为单元，优化设置网格 4533
个，做到网格无缝衔接、任务均衡明
晰、服务精准高效。将组织建在网格
上，设立网格党组织 3062个，推行网
格长和党小组组长“一肩挑”、共产党
员户“挂牌亮户”、共产党员“带党徽亮
身份”，让党旗飘在网格上。“我是一名
党员，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开展后，我
又多了网格员的身份。”葛根庙镇友谊
嘎查妇联主任刘英说，如今村民们有
什么大事小情，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
网格员。

抓队伍配备到位
聚合网格治理“一股劲”

“别担心，你的困难有我分担。”薛
海说。薛海是乌兰浩特市御府苑小区
的居民，作为当地公安局的一名在职党
员，他主动加入小区单元长队伍，积极
配合社区工作，热心为小区维修破损路
面等等。他的爱人王蕴玲是当地财政

局的一名在职党员，同样主动与社区
联系，认领志愿服务岗，加入单元长的
队伍，成为小区“夫妻档”单元长，两人
分别服务10户、14户居民，协助社区
当好“助理”，起到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乌兰浩特市和平街红都社区党支
部率先在御府苑小区推行“层级式”网
格化管理，设置38名单元长、9名楼栋
长、1名专职网格员，以网格为单位建
立楼栋长、单元长微信群，以社区为单
位建立网格长微信群，及时发现了解
社区工作的盲点、居民关注的热点等
信息，形成单元长—楼栋长—网格长
的有序对接，让各项民生信息和惠民
政策更精准、更快速的落到实处，拉近
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

这是兴安盟建实党员志愿服务队
伍的一个缩影。目前，兴安盟2.8万余
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每人加入一
个网格、认领一个服务岗位、参加一支
志愿队伍、服务一户居民群众，与群众
每周联系1次、每月见面1次，让在职
党员作补充、志愿服务不落空。与此
同时，重点抓好“两支队伍”配备，按照

“选聘为主、多元补充，按需设岗、因岗
配人”的原则，配备网格员1.5万人；出

台网格员工作清单和管理制度，明确
14项职责和 6项制度，建起“多元合
一、一员多用”的网格员队伍。

抓实体运行到位
激活网格治理“全盘棋”

缠绕高压线的树枝剪了，道路损
坏、路灯损坏等事件处置更及时了，老
年人体检的参与人数更多了……群众
需求在网格发现、信息在网格收集、隐
患在网格排查、服务在网格开展，问题
在网格解决，扎赉特旗党工委通海路
社区使网格这一小治理单元在“民呼
我应”中发挥出最大效能。成立党工
委分管领导任组长的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网格管理服务体
系重塑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引
领作用。发动“织网工程”，建立“网格
督导＋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
格员”四级网格管控体系，建立网格
15个，设网格员 700余名。同时，60
名党员作为“移动的网格”，推动党建
网格、管理网格和服务网格的“三网融
合”

“网格化管理重建了社区治理神

经网络，群众喜欢什么、盼望什么、反
感什么，通过网格信息员都能及时了
解。”通海路社区书记李雪梅说。

兴安盟打破信息孤岛，“线下”整
合党群服务、市域治理、文明实践等6
个中心，实行资源共用、信息互通、成
果共享；“线上”整合“党群连心桥”、社
会治理、基层党建等平台，集成智慧小
区、智慧交通、智慧消防等管理模块，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另一
方面，健全民情收集处理反馈机制，网
格员作为“收集员”每天汇总群众诉
求，街道社区作为“吹哨员”每周上报
复杂难题，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发令
员”每半个月分流派单，处置部门作为

“服务员”第一时间反馈办理结果，人
大、纪检等监督部门作为“裁判员”随
时考核评定，形成“信息采集、任务分
派、问题处置、核查反馈”的服务流程
闭环。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全面实施以
来，兴安盟精简办事流程390项，压缩
服务时间20%以上；广大网格员和在
职党员认领服务事项3926个，联系服
务群众8千余次，收集意见诉求2万余
条，办结反馈1.5万余件次。

“你的困难有我分担”

致
读
者

近日，集宁国际皮革城党支部联合集宁区物流园区管委会党工委、集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支部及集宁国际皮
革城个体工商户党支部，赴集宁区宏星院教育培训基地开展了一场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图为全体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 李娜 摄

弘扬长征精神

近日，阿拉善盟“驼乡e站”智慧党
建平台启动运行。智慧党建平台集线
上调度、数据集成、远程服务等于一
体，打通了服务联系基层党员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图为现场进行连线，
召开视频会议。 丁帅 摄

““驼乡驼乡ee站站””

新年来临之际，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向阳街道向阳村通
过“支部+扶贫车间+贫困群众”模式，加紧赶制中国结、玩偶
等节日饰品订单，巩固脱贫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图为向
阳村群众直播销售中国结。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喜迎中国年

观潮

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社区党群
活动服务中心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开
办书法兴趣班。兴趣班上，恒昌社区党支部
76岁的入党积极分子马大忠发挥特长，义务
指导居民练习书法，渐渐成为社区“红人”。
图为马大忠为书法爱好者示范书法。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摄

社区“红人”

近日，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党支部开展“祖国在我心中”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性教育、向国旗敬
礼、志愿服务，提高民警党性修养以及服
务能力。图为党员民警向国旗敬礼。

韩冷 摄

祖国在我心中

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