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兴安 7月 15日电 （融
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
讯员 王天慧）7月8日，是兴安盟
突泉县突泉镇兴隆村一月一兑换积
分的日子，一大早村部的“爱心超
市”里就聚集了不少正在仔细挑选
商品的群众。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半
袖、雨伞、洗发水、米面等生活用品，
看起来与其他超市并无二致，但不
同的是，商品下方不是价签而是积
分签，村民在这里“买”东西不用钱，
而是用自己赚来的“积分”。

“以前没有积分也得收拾庭院，
现在能换积分了，我们的干劲更足
了，村里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大家
住得也舒心。”村民侯树明在突泉镇
兴隆村“积分争星”超市，用他的

207个积分兑换了1把雨伞。
在“积分争星”活动实行过程

中，侯树明一家成了村民们的榜
样，他把本就干净宽敞的院落、明
亮整洁的房屋收拾得更加洁净。
他说：“我们个人是一个‘小家’，兴
隆村就是一个‘大家’，‘大家’的环
境靠我们每一个‘小家’来维护，表
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家家户户环境
干净整洁，生活积极乐观，背后却
是我们兴隆村奔向文明之路的大
跨越。”

这就是突泉镇推行变干部“唱
独角戏”为全体村民“跳集体舞”的
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法后，发生
的巨大变化。这个管理法以村屯
为单位，以农村垃圾、庭院卫生、村

容村貌和庭院经济提升为主攻方
向，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
开展“积分争星”活动。同时，将全
镇所有农户列为活动对象，充分发
挥农户主体作用，动员广大农村群
众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对社会治
安、公益美德、乡村建设、关心邻里
等内容进行赋分，让群众的文明行
动变为可量化的积分，激发群众自
我管理的内生动力。积分制度运
行近 3 年来，收获了群众满满的

“点赞”。
“其实，我对积分能兑换多少

东西并不是很在意，在意的是这份
荣誉。”前进村有着48年党龄的老
党员周国玉自发组织服务队帮助
清理路边杂草，目前服务队成员已

由刚开始的3人发展到17人。他
说：“自从实行积分制后，村里的风
气变得更好了，争做公益的多了、
熟视无睹的少了，争当先进的多
了、甘做落后的少了，乐于助人的
多了、遇事绕道走的少了。”

目前，突泉镇“积分争星”活动
已在全镇41村“生根发芽”，吸引
8740户参与，每月定期进行积分
兑换，全镇兴起了比“分”晒“星”新
风尚。“积分争星”俨然成为突泉镇
进行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一个个
面积不大、投入也并不多的“爱心
超市”，激活了群众脱贫致富、建设
美丽家园巨大的内生动力，撬动了
各方资金投入，增强了干部群众推
进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底气。

突泉镇：8740户农民比“分”晒“星”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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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观察观察

本报包头 7月 15日电 （融
媒体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吕
虹）近日，由固阳县融媒体中心主
办的公众号“多彩固阳”发布“我
为群众办实事”二维码，群众只需
扫码，急难愁盼问题就会有处说、
马上办。

固阳县是中宣部确定的全国
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之一。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固阳县将融媒体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政
务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4个
中心功能融合联动服务，同时生成
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二维码，群
众用手机直接扫码下载表格，填写
好需求事项后发到指定邮箱，融媒
体中心工作人员对事项逐一分析
梳理，发挥搜集点—整理站—分发
岗作用，然后第一时间分送到其他

3个中心办理，3个中心的办理结
果会反馈至融媒体中心，形成良性
闭合循环圈。

兴顺西镇哈达合少村委金锁
壕村 70 岁的苏大爷就体验到这
个二维码的好处。苏大爷是村里
的留守老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喂鸡。鸡一天天长大，鸡窝
里的鸡蛋越来越多，本该高兴的
苏大爷却犯起愁来：自己吃不了，
这 80 多颗土鸡蛋一直放着可咋
办？同村年轻人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帮他识别了二维码，将他的销
售困难发布上去。几天后，“拉话
话”志愿者便来到苏大爷家中，告
诉他已联系到买家，帮他把鸡蛋
分拣、装箱并搬上车，还将鸡蛋钱
垫付给苏大爷，让苏大爷高兴不
已。

固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
勇表示，我们就是要通过用心用情
的实际行动给广大群众传递一个
理念：“码上接单”，您的诉求我都
懂；政务服务中心“码上服务”，您
的困惑我来解；党群服务中心“码
上安排”，您的困难我来帮。

“听说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手
续多，我着急开饭店，不知该去哪
里、办哪些手续？”李先生扫码后在
公众号上发布了自己的诉求。提
交问题几小时后，就有政务服务局
工作人员联系他，对所需办理事项
进行了讲解说明。李先生说：“工
作人员让我提前准备好所需的六
类材料，我去窗口很快就把证办了
下来，省去了咨询和排队等候的时
间，这个二维码太好用了！”固阳
县政务服务局有关人员表示，借助

便民二维码，助推了政务服务工作
“一站式办结”和“最多跑一趟”目
标的实现。

党群服务中心是最贴近党员
群众的服务站点。固阳农发行、工
行等支农社区联合党委成员单位
想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党群服务中
心的红色文化长廊，通过识别便民
二维码发布需求。融媒体中心转
接后，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及时
联系到了农发行、工行等单位负责
人，安排了参观学习。

郭勇表示，今后固阳县将进一
步在实现数据共享、资源聚合上下
功夫，更快捷高效、更有温度地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常态化开展，
让“四个中心”成为固阳县整合社
会治理各种资源力量的重要管理
服务平台。

固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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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7月 15 日电 在今年的镇
村、社区文明创建评比中，包头市固阳县一
改以往只评选先进的常规做法，开始评选

“反面”典型，即在全县73个村、6个社区中
开展“邋遢村委”“邋遢社区”评选，倒逼各
村、社区主动对自家办公场所进行环境卫生
整治。环境卫生不合格的村、社区将领到

“邋遢村委”“邋遢社区”的牌匾并在醒目位
置悬挂，邋遢村委、社区数量较多且占全镇
村、社区三分之一的将被授予“邋遢镇”牌匾
并在醒目位置悬挂。

据介绍，一些村、社区办公场所存在乱
堆乱放、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等不文明现象，
进行评比，目的是提醒鞭策各村、社区干部
带头讲文明树新风，推动乡村文明素质提
升。金山镇万胜壕村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对
村垃圾死角等区域统一部署整治，对村公共
文化广场破损路面、电线杆破损、坑洼地带
填平修复，还引导村民搞好房前屋后环境卫
生，力争打造“高颜值”村。

（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通讯员 高敏）

固阳县
评选“邋遢村委”
倒逼提升村文明新风 ●“口袋公园”建设是今年呼市的

重点园林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市
的各个“口袋公园”正在紧张建设当
中。在赛罕区共有25处，目前已开工
建设的有21处，提升改造的4处还未
开工。赛罕区按照市民出门300米见
绿地、步行10分钟见公园的标准，通
过优化调整、见缝插绿等措施，贴近市
民住宅、办公场地建设“口袋公园”25
处，适当配备座椅等便民设施，满足周
边居民的基本需求，变“可远观”为“可
近亲、可参与、可享用”。

（赛罕区融媒体中心）

●在第27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
干旱日之际，83岁的宝日勒岱老人历
时2年多整理著述的回忆自传和关于
乌审召的采访报道、讲述“牧区大寨”
乌审召故事的新书《乌审召与宝日勒
岱》签名发布会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乌审召镇乌审召嘎查举行，老人和父
老乡亲、广大来宾共同追忆那段峥嵘
岁月，领略“牧区大寨”乌审召的风雨
历程和沧桑巨变。

（乌审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奈曼旗第二小学“花儿向
阳——红领巾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活动暨第十一届校园合
唱节拉开帷幕。学校操场上不时传出
悦耳的歌声和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
该小学学生们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科右中旗中等职业学校
赴额木庭高勒苏木兴隆屯嘎查开展送
技术下乡实践活动，畜牧专业老师和
旗农科局高级农艺师围绕种植养殖技
术进行专题讲解。活动切合实际，有
针对性、可操作性，为农牧民提供了学
习了解科学种植养殖技术、国家惠农
好政策，交流农事操作经验的平台。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在察右中旗政务服务中心公安
局办证窗口，“智慧受理亭”、免费照相
机、出入境记录查询机等设备一应俱
全，办证窗口采用“人工办理+自助办
理”方式。察右中旗车管所通过强化
业务办理流程，采取“一窗通办”“一证
即办”，切实做到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向“一次也不多跑”转变。

（察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锡盟乌拉盖管理区举办
以“春风送暖、稳岗留工”为主题的现
场招聘会，共有300余名求职者参加，
现场发放农牧民进城就业创业政策解
答、农牧民职业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政
策、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南、便民卡等宣
传材料共计3000余册。截至目前，线
上线下共提供就业岗位650余个。

（乌拉盖管理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额济纳旗举办“人民的非
遗 人民共享”为主题的2021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项目展演活动及
专场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诸多非遗
手工艺作品吸引了许多居民群众驻足
观看，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到非遗
的魅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
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额济纳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在青山翰墨园，由乌海市
海勃湾区宣传文化中心承办的乌海市
2021年节假日“六进”景区系列活动
暨海勃湾区“永远跟党走筑梦新时代”
惠民文艺演出再掀高潮，精彩纷呈的
京剧专场演出，吸引了大量游园群众
驻足观赏，不时送上热烈的掌声。由
乌海市京剧协会的票友们表演的《红
梅赞》《江姐——绣红旗》《沙家浜——
军民鱼水情、智斗》《长征——红军不
怕远征难》等京剧经典唱段，让市民群
众过足了戏瘾；京剧《唱支山歌给党
听》则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热爱党、热
爱祖国的真挚情感，积极营造出“党的
盛典、人民的节日”全民同庆建党百年
的浓厚社会氛围。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微电影《山丹花》开机仪
式在乌拉特中旗举行。微电影《山丹
花》以乌拉特中旗首例、全国第4001
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白血病患
者的事件为故事原型，并将“三千孤儿
入内蒙古”的故事巧妙地融入剧中，通
过讲述主人公该旗蒙古族学校教师
陈·萨日娜捐献骨髓真人真事进行改
编，展现出草原人民的深情厚谊与博
大胸怀，进而传递出民族团结的伟大
主题。

（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

宁城县纪委监委
打好警示教育“后手拳”

本报赤峰7月 15日电 今年以来，宁
城县纪委监委在打好监督执纪问责“前手
拳”的同时，着力打好警示教育“后手拳”，
厚植“三不”的思想根基。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以派出机构为
主抓实警示教育会议，各派出机构共召开警
示教育会议115场次。以“通报”强化社会
法纪氛围，通过网站、公众号、微信群、短信
等平台发布通报信息48条。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严格日常
监督，派出4个督查组对政务服务办事窗口
开展督查，发现8个方面问题，已全部完成
整改；开展“三务”公开专项督查2轮次，发
现问题12个，已全部完成整改。 （赵清华）

科左后旗
推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

本报通辽7月 15日电 近日，内蒙古
新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奶、肉牛一体化全产
业链项目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开工。据了解，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70亿元，建设存栏20万
头规模养殖场，建设肉牛屠宰、牛心脏瓣膜、
牛血清高科技精深加工厂。项目一期计划投
资8亿元，在该旗甘旗卡镇哈拉乌苏嘎查建
设存栏1万头奶牛、1万头肉牛的一体化规模
养殖场1座，部分棚舍预计8月交付使用。

科左后旗黄牛养殖历史悠久，素有“黄牛
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旗按照自治区建设
优势特色农畜产品产业带和通辽市打造绿色
农畜产品千亿级产业集群部署要求，推动肉
牛产业加快发展，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延伸
产业链条，通过招商引资，着力引进牛血、牛
骨、牛内脏等系列产品深加工企业，强化副产
品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品牌影响力，
着力打造全国肉牛产业第一旗。

据了解，今年该旗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70个，除新牛畜牧奶、肉牛一体化全产业链
项目，还包括了牛副产品深加工项目、食品
肉类深加工项目、规模化育肥牛养殖项目、
万头牛牧场建设项目、乳业产业园项目等亮
点，将进一步延伸肉牛产业链条，实现养殖、
交易、加工全产业链发展。

（融媒体见习记者 薛一群 ）

科右前旗
首届社区睦邻文化节开幕

本报兴安7月 15日电 近日，科右前
旗“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
建党100周年暨首届社区睦邻文化节全方
位、立体式展现该旗各社区治理主体的良好
精神风貌，为创建“为民、便民、安民”社区营
造浓厚氛围。

活动中，各社区居民、党员、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志愿者及共驻共建单位、驻区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等的21支代表队齐
聚一堂，参加“都兰杯”社区睦邻健身嘉年
华。该旗还组建了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自行车骑行宣传队，环绕城市开展骑行宣传，
大力营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推动消费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名优特
溯源农产品进社区平价直通车启动仪式暨
品鉴会同时进行，用社区视角有效助力消费
扶贫和乡村振兴，保障居民舌尖上的安全。
今后将通过云智慧电商平台、品鉴会等不同
形式实现全旗城市社区名优特溯源农产品
进社区平价直通车全覆盖。同时开展了“中
寰杯”社区睦邻主题文艺展演、党史学习教
育快问快答、各单位集中宣传等6项系列活
动。 （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李晓军 杨玉婷 摄影报道

近日，赤峰市林西县城北街道北门外社区志愿服务队把轮椅送到
家住通讯营子小区的姜凤云、刘万军等5位老人家中，并手把手地教
他们如何使用，让老人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闺女，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们就当回事了，这又给你们添麻烦
了。”看着社区志愿者们送来的轮椅，74岁的姜凤云眼圈泛红。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西县城北街道北门外社区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终，用好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网格
员等载体，紧密结合群众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代购、代销、助耕、
修房、理发、调解、普法、义诊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解决群众眼跟
前、看得见的实际困难。

在深入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收集民情民意中发现，姜凤云、刘
万军等5位老人因病致残，行动不便，致使他们与身边的人、身边的亲
朋好友见面次数越来越少，备感孤单寂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社区
立即将这一情况写进“为民办实事清单”中，指定专门负责人与相关部
门联系，帮助购置轮椅。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该社区排
查梳理并落实各类事项 62
件，全力解决“上学难”“就医
难”“办证难”“行路难”“停车
难”“低收入人口就业难”等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在学党史中促进问题的解
决，推动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落地，用心用情把党的关怀
和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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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人唠家常。

把轮椅送到老人家中。

林西县城北街道北门外社区志愿服务队林西县城北街道北门外社区志愿服务队。。

手把手教轮椅操作手把手教轮椅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