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 或 0471-6659749

2 责任编辑：王远征 蔡冬梅 版式策划：王冠磊 制图：王霞 202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四 要闻要闻

本报兴安 5 月 26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冯玉燕）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突
泉县建立党史学习教育“4365”工作
模式（学习“4+”、提高三力、六到村
户、五开新局），从党史中汲取力量，
扎实推进“我帮你”“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让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看
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突泉县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制定
了集中学+自主学、线上学+线下学、
专题学+研讨学和理论学+实践学的
学习“4+”路线图，形成县乡村三级联
动学、覆盖学、全员学的学习局面。
通过读书班、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
等方式带动各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中
学习。开展“半小时党史自修课堂”、
县内休闲书吧和各村草原书屋设置
党史学习教育读书角，引导党员干部
和群众进行自主学习。截至目前，突

泉县已召开 5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1 次读书班，专题辅导 30 余次，开
展党史诵读活动 62 场，开展两轮党史
知识阶段测试，实现了 547 个基层党
组织“全覆盖”。要求党员干部在“深
悟”上下功夫，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
验、对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在
政治立场、政治意识和政治担当上提
高党员干部的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
力，聚焦民生需求，以“六项实事，六
到村户”为载体，密切帮联群众，用心
用情办好群众“急难愁盼”实事。

近日，在突泉县水泉镇合发村养殖
户郭守付家的牛舍旁聚集了好几个邻里
乡亲，村上的义务产业指导员张艳清正
在给郭守付家的牛做防疫，附近有空闲
的养殖户都过来围观学习。张艳清既是
村里的防疫员，自家搞养殖，他也精通养
殖防疫知识。郭守付说：“春夏交际最怕
牛得口蹄疫，村里防疫员来给指导，给牛
打了防疫药，做了防疫我就放心了，我也

要不断学习，积累养殖经验。”
突泉县明确产业再造富民、人才孵

化助民、文明实践兴民、生态宜居利民、
党群连心润民和社会治理安民“六项实
事”，组织全县3000多名机关干部与常
驻农户建立常态化帮联关系，开展牧业
增收帮联到户、技能送教覆盖到户、文
明实践参与到户、积分争星评比到户、
主题教育辐射到户、诉求排查解决到户

“六到村户”活动，对接农户需求，在乡
村振兴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让发
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群众。

全县共开展产业指导活动547次，
参与群众 31464 人次；开展“万人学习
讲堂”563场次，受益群众 47175人；开
展“12+N”志愿活动 708 场次，受益群
众14601人；开展文体活动1563场次，
受益群众29134人；全县188个行政村
21205 人参与村庄春季环境卫生整治
和有害垃圾专项整治活动；累计培育孵
化820名优秀年轻乡土人才。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突泉县通过开展“三问”活动，针对群众
集中反映的农牧技术指导、文体需求、
法律援助、生活困难援助 4 类问题，发
挥全县 21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点载体作用，组织各机关单位、社会
公益成立各类“我帮你”志愿服队 123
支，帮助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事。截
至目前，全县1465名党员开展“承诺践
诺”活动，为群众办实事 1037 件，收集
解决群众诉求951个，帮助群众解决村
屯道路维护、机电井建设等生产生活需
求 3200 余件，建立了血浓于水的干群
关系，干群沟通更加顺畅便捷。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突泉县抓实
中心工作、重点工作、亮点工作、难点
工作、阶段工作等五项工作，在学深学
透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不断推动各
项事业开新局，迈上新台阶，做到了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县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突泉县：“4365”工作模式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本报包头 5 月 26 日电 （记者
吕学先 通讯员 孔欢）全区有哪些
党建活动阵地？离居民最近的党群
服务中心在哪里？就近可以去哪里
开 展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并 接 受 党 性 教
育？为了让党员群众更方便参加党
史学习教育，包头市青山区近日推出
全域党建地图服务项目。

青山区党建地图将区内各级各
类党建活动阵地进行整合归纳，推出
线上微信小程序和线下纸质导览展
示图，实现阵地“一键导航”、活动“一
键预约”。

青山区组织部副部长李锦艳介
绍，全域党建地图以区级党群服务中
心为一级服务核心，10 个街镇级党群

服务中心为二级服务链，70 个村（社
区）级党群服务中心、1 个“红色物业”
党群服务、41 个“一米阳光”邻里屋、
34 个老少乐园、8 个党群驿站等为三
级服务网，凝聚多方力量拧成“一股
绳”，激活党建工作“一盘棋”，形成集
党建服务、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于一
体的大服务圈，并用“一图读懂”的方

式点亮基层党建服务体系。
李锦艳表示，全域党建地图还直

观地展现出青山区一直以来坚持的
“总有党员在身边”的党建服务理念。

记者了解到，通过地图，青山区
的每一位党员干部无论在哪个地方，
都可以在 10 分钟内找到党建资源，享
受便捷服务。

青山区：党建地图点亮10分钟党群服务圈

□本报记者 郝雪莲

5 月 25 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天隆佳苑小区里的一处 24 小时智能生
鲜便利店投入试运行。占地只有五六
平方米的便利店里摆放着一排生鲜柜，
居民经过扫码开柜、自动称重、微信结
算操作后，一把把新鲜的无公害蔬菜就
到手了。

智慧生鲜果蔬配送项目是伊金霍
洛旗政府确定的 2021 年 8 件民生实事
中的一项。该项目通过整合当地农产
品资源，以自助果蔬售卖和网格化同城
配送服务的方式，连接起农户和居民消
费者之间农产品流通渠道。该项目负
责人、内蒙古圣圆融商汇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峰介绍：“目前全旗各类
生活小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商务中心
等 50个网点，已经投放了 200台智能生
鲜柜，预计 6 月底所有生鲜便利店都将
投入运营。到时候，居民不出小区就可
吃到当地农民自产的新鲜平价的无公

害蔬菜。”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伊金

霍洛旗通过县处级领导办实事、全体党
员干部办实事、“我有事我找你”等渠道
征集群众首批意见 500 余条并形成台
账。智慧生鲜果蔬产品便民配送、优化
营商环境、阿勒腾席热镇城区重点区域
便民停车位、全旗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直
饮水、农村牧区移动信号提升改造、水
岸新城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等一批“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由旗主要领导牵头，相关
县处级领导和部门认领，正在制定时间
表、路线图，清单化推进，力求将每件实
事落到实处。

从2020年8月起，伊金霍洛旗率先
在鄂尔多斯江苏工业园区成功打造了
全市第一块占地 2711 亩的工业标准
地，在土地出让前就提前确定了产业导

向、投入产出比、税收标准、能耗标准等
一系列控制指标，使企业投资项目实现
了“拿地即开工”。与过去不同的是，企
业既不用耗费近半年时间等待土地报
批，又可降低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大大节约了项目建设成本，现已有 7 家
企业“拎包”入驻。这类优化营商环境、
惠企又惠民的举措深得入驻企业好评。

5 月 13 日，在伊金霍洛旗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新生儿“一件事一次
办”首证发放。以前新生儿出生后，出生
医学证明、儿童首针接种转诊单、新生儿
户口登记等事项要在多个部门单独办
理，需要来回跑好几次。如今一表申请、
一窗受理、一站服务就实现了多部门联
办，让群众“只跑一次”就办成了事。

5 月 17 日，伊金霍洛旗首条村村通
公交线路在札萨克镇开通运行。这是
札萨克镇 2021 年民生实事票决项目，

总投资 85 万元，覆盖该镇 23 个嘎查村
和 3 大煤矿，单程 160 公里、用时 4 小时
的路程，老百姓只需掏 1元钱就能乘坐，
为当地群众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县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分
管领域、农村村组、包联社区、基层党建
联系点等，广泛调研走访，了解群众诉
求，认领民生实事。各单位各部门通过
座谈研讨、个别谈话、实地走访等多种
形式，运用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新媒
体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认真开展“三
问”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截至目前，全旗县处级领导共认领
民生实事41件，件件有清单、有进度；各
单位各部门共征集各类意见建议 1795
条，解决实际问题663个。

同时，在“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中，该旗全力打造“我帮
你”志愿服务品牌，累计开展“我帮你·我
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务活动 200 余场
次，参与志愿者 8000 余人，服务群众 2
万余人。

伊金霍洛旗：“清单化”办实事惠民生

本报 5 月 26 日讯 （记者 梁亮）
“同学你好，请面对镜头进行 5 分钟的自
我介绍。”近日，在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考试招生现场，考官通过
内蒙古移动的“5G﹢云考场”平台，对报
考该校的考生进行远程面试，这是“5G
﹢云考场”首次亮相内蒙古。

内蒙古移动“5G﹢云考场”平台是
专为校方搭建的软硬件一体化的远程
面试系统，通过人脸识别、云视讯系统、
高清摄像头等软硬件融合手段，打造身
临其境的考场环境，实现“见屏如面”。

该平台已与公安部门大数据完成连接，
可实时鉴别面试者的真实身份，有效杜
绝代考、替考等情况的发生。同时，采
用双机位监考，将面试过程中的现场环
境和考生的一举一动，利用 5G 大带宽
网络，高清实时地呈现在考官面前。

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目
前，我区大力推进 5G 建设，全区累计已
建成 5G 基站 11000 个。今年，自治区
5G 建设投资预计为 27.6亿元，预计建成
5G 基站 10929 个，实现全区盟（市）市
区、旗县城区和乡镇以上基本连续覆盖。

“5G﹢云考场”亮相内蒙古

本报 5 月 26 日讯 （记者 赵娜）
5 月 25 日，由内蒙古科协主办，自治区
科技教育和创新服务中心承办的第 20
届自治区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呼和浩
特市开赛，来自全区 79 所学校的 99 支
代表队共 233 名青少年参赛。

本届竞赛为期两天，设有机器人综
合技能比赛、机器人创意比赛、VEX 机
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4
个常规赛项，以及 WRO 常规赛、VEX
IQ 挑 战 赛 、MakeX 机 器 人 挑 战 赛 、
FTC 科技挑战赛 4 个世界青少年机器

人选拔赛项目。其中，机器人创意赛在
线上进行，其余赛项在现场进行。

据了解，自治区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是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开展的一项将知
识积累、技能培养、探究性学习融为一
体的普及性科技教育活动。竞赛为广
大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搭建了成果展
示和竞技交流的平台，通过富有挑战性
的比赛项目，将学生在课程中的多学科
知识和技能融入竞赛过程中，激发学生
对工程技术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动手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

第20届自治区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首府开赛

本报 5 月 26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5 月 25 日至 26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林少春来到通辽市，深
入党建联系点奈曼旗希勃图村党支部，
调研指导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开展“三问”活动，并到
科尔沁区实地推动包联信访事项化解，
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
众诉求。强调要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带着责任和感情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事，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时隔 3 个多月，林少春再次来到党
建联系点希勃图村，调研指导党史学习
教育，走访党员户代表，实地了解种养
业发展和村庄规划建设等情况，与村

“两委”班子、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共
同谋划乡村振兴思路措施，倾听意见建
议，解决困难问题。他指出，乡村振兴，
产业是基础，规划要先行。要科学谋划

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村容村貌等工作，
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粮经饲比例，推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要彻
底改变人畜混居的养殖方式，加快推进
人畜分离项目建设，有效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林少春对包联信访事项十分重视，
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化解。26
日，他利用一整天时间围绕信访工作和
包案化解进行调研督导，听取工作汇
报、实地了解情况、约见信访群众，并来
到市信访局现场接访，面对面倾听来访
群众诉求，研究解决具体措施。强调要
从政策层面系统推进问题化解与源头
治理，以积案化解为突破，加强多元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在法律框架下推动问
题解决。要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原
则，领导干部要主动接访、定期下访，以
责任落实到位确保问题解决到位。

林少春深入党建联系点调研
并实地推动包案信访事项化解时强调

以规划和产业引领乡村振兴
带着责任感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26 日讯 （记
者 刘洋）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
委了解到，截至 5 月 25 日，呼和浩特市
已经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01.9 万剂次，
其中第一剂次为 80.1 万，高校师生已接
种 16.1 万剂次。

为保质保量完成疫苗接种目标任
务，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协调调动自
治区、市、旗县区、乡镇、社区各级医疗
卫生资源，在全市设立并运行新冠疫苗
接种点 117 个，其中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11 个、疾控机构 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乡镇卫生院接种点 93 个、在高校

设立流动接种组 4 个、临时征用体育场
馆等筹建了 8 个，同时在市四区组建 10
台流动接种车在社区企业巡回开展接
种。

其中，4 个流动接种组主要针对高
校师生采取疫苗集中接种，流动接种组
进驻校园，每个组设 20 个接种台，每组
每天接种能力在 3000 人剂次以上，在 6
月底前要完成 27 所高校 26 万余师生的
接种目标任务。临时征用体育场馆等
筹建的 8 个疫苗接种点，每个点设立 20
个接种台，每个接种点每天接种服务能
力在 5000 剂次以上。

呼和浩特市接种新冠疫苗
突破100万剂次 本报 5 月 26 日讯 （记者 刘志

贤）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为重
点整治学生家长及社会反映强烈的问
题，推动中小学生手机、作业、读物、睡
眠、体质健康五项管理落实，近期我区
将组织专项督查组，深入各盟市开展

“五项管理”实地抽查工作，抽查结果
将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据悉，为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和教

育治理水平，今年，我区将“五项管理”
和为教师、学生“双减负”列为年度教
育督导“一号工程”，纳入对地方政府
履职督导评价重要指标。本次实地抽
查工作将在各盟市自查和互查的基础
上进行，自治区教育厅将抽调自治区
督学组成专项督查组，通过明察暗访

“四不两直”方式，即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

层、直奔现场开展督查。抽查学校覆
盖全区小学、中学、高中，公办、民办学
校，其中主城区和规模较大学校为必
查点。

同时 ，为 推 动 家 校 共 治 ，切 实 解
决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校内减
负、校外增负”问题，我区还将组织民
政、人社、市场监督等部门组成专项
督导组，对盟市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实

地督导，严格督查校外培训机构证照
不全、安全隐患、强化应试、非零起点
教学、在职教师兼职等突出问题，提
出 整 改 要 求 ，解 决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此 外 ，我 区 还 将 充 分 发 挥“ 互 联
网+督导”作用，通过开展线上问卷调
查、设置举报平台等方式，多渠道掌握
基层实情，建立督导长效机制。

推动中小学生手机、作业、读物、睡眠、体质健康管理落实

我区将开展“五项管理”实地抽查

本报 5 月 26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深入开展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实 践 活 动 ，确 定
2021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群众普遍关
注的扩展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也被纳入其中，明确提出今年要实现参
保职工个人账户由本人使用扩展到家
庭成员共济使用。

在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方面，要分
类资助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完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制度综合保障政策，增强对困
难群众基础性、兜底性保障。

在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方面，要
建立完善职工医保普通门诊费用统筹保
障机制，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支付范围，逐步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
负担。推进长期护理险制度试点工作，重
点解决试点地区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
需求，有效减轻参保人员家庭负担。

在方便群众就医购药方面，要确保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将使用周期较
长、疗效费用较高的 51 种（两批）谈判
药纳入门诊特殊用药管理，满足门诊用
药需求。要扩大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
用药定点医药机构范围，扩大具有住院
资质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方便群众购
药、就近就医。

此外，今年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增加 30 元。还要开展医保电子凭证
平台建设、拓宽异地就医备案渠道，最
大限度方便参保群众。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晒出为民办实事清单

今年我区将实现参保职工
个人账户家庭成员共济使用

我为群众办实事

5 月 26 日，社区党员魏明
正在给青年讲红色故事。当
日，呼和浩特市昭君新村社区
联合共建单位举办“永远跟党
走”昭君新村社区红色革命故
事会，邀请到社区党员魏明进
行党史宣讲，讲述革命烈士英
雄事迹。辖区的青年党员、青
年工作者、共青团员一起听红
色故事。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倾听红色故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