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合一下好党建领航“先手棋” 铺好产业兴旺“幸福路”

包联共建暖人心 基层治理增效能

□本报记者 宋爽 通讯员 任希悦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赤
峰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通过党组织跨领域、跨行业、跨
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联建共建，以
党建链引领产业链、金融链和服务
链，带动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在产业
集群中增收致富，在幸福生活中感
党恩、跟党走。

联建共建，
破解难题找到“最优解”

“去年春耕时正赶上疫情，种子
化肥不好买，眼看要误了农时，我填
了张‘需求清单’，没成想还真管
用！巴林右旗农牧局协调来了种子
和滴灌带，供销社把化肥送到了家
门口。”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牧民
乌云毕力格说。

乌云毕力格提到的“需求清
单”，是查干沐沦苏木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共同体为民服务的一项具体举

措。2020年，查干沐沦苏木党委牵
头组建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
体，把生产要素整合起来，以党建合
力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群众把党建
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形象地比喻为
发展路上的“百宝箱”，里面装满了
政策、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宝贵
资源，让人民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过去村里缺人、缺钱，发展产
业思路不清，自打有了党建引领牛
产业发展共同体，老百姓日子一天
比一天红火。”翁牛特旗乌丹镇白音
汉嘎查“一肩挑”书记敖云代来满脸
自豪地说。

赤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广智
介绍，全市已有 132个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共同体，引领特色种植、畜牧
养殖、乡村旅游等6类主导产业蓬勃
发展，融合各类党组织2710个，辐
射全市132个苏木乡镇，带动1725
个嘎查村，实现户均增收 5250元，
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搭建了务实管用的平台。产业“乡
选村做”给村集体提供了“大舞台”，

人才“乡招村用”给基层送来了优秀
人才，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更强的动
力。

集聚集约，
产业兴旺配上“金钥匙”

种植药材是喀喇沁旗牛家营子
镇的主导产业，过去，个体“单打独
斗”彼此“你争我夺”，产业大而不
强、产品多而不精，群众获利有限。

牛家营子镇党委牵头组建党建
引领中蒙药材产业发展共同体，推
行了统一供种、统一培训、统一技
术、统一标准、统一经营、统一销售
的“六统一”产业发展模式，降低了
成本、提高了品质、优化了市场环
境，为产业发展配上了“金钥匙”。

“过去的方块地咋看咋别扭，现
在土地集中连片，大型机械终于有
了用武之地，干起活来过瘾！”农机
手艾广志说。如今的牛家营子镇已
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药
材产业链条，辐射药材种植38万亩，
年加工销售20万吨，年交易额10亿

元，带动7000余户群众年人均增收
3000元。

“以党组织联建共建为纽带，将
经营主体与农牧民紧密连接到一
起，培育生产加工、商贸物流为一体
的产业集群，引领带动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系、金融
体系集中集聚集约，形成技术先进、
规模适度、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
续的产业链，解决了单打独斗、不成
规模、组织化低等问题。”赤峰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炯说。

共享共赢，
人民群众挑上“金扁担”

“以前卖香菇，村头村尾两个
价，挣多挣少不一定。现在党组织
带我们签订单，我家8个大棚的香菇
全部以协议价卖给了合作社，不仅
销路不愁，还能多赚几万元。”克什
克腾旗经棚镇光明村村民陆文龙谈
起收入，笑得合不拢嘴。

光明村党支部推行“党建联合
体+产业化联合体+农牧民群体”的

发展模式，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建立
订单收购、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的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经营主体与农
牧民群众利益的相互关联，最大程
度让利于民。

“传统的土地流转就是‘一锤子
买卖’，农牧民与产业发展脱离关
系，成了局外人。现在共同体从中
牵线搭桥，让群众合理分享全产业
链增值收益。”经棚镇党委副书记张
国臣介绍，党组织聚在一起谋划产
业布局，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向育种、
繁殖、加工、销售等上下游环节延
伸，把土地和种养环节最大程度留
给农牧民，真正实现了“产业大家一
起做，有钱大家一起赚”。

目前，全市嘎查村年集体经济
收入全部达到 10万元。一个个党
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承载着党
的政策方针，承载着产业振兴的美
好前景，承载着嘎查村集体经济发
展和群众致富的心愿，奔着“党建
强、产业兴、群众富”的目标不断前
行。

□本报记者 宋爽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创新包联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包联单位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进一步延伸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触角，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让党心民心连起来。

走进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虎山街道文化路社
区融泽苑小区，道路平坦整洁，车辆停放有序，
环境舒适宜人。小区旧貌换新颜，让在此生活
了10多年的陈培业想都不敢想，“包联单位为
我们办了很多实事，小区里安装了新的健身器
材，还建起了党群服务站，我们下棋、看书有了
地方，再也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了。”

由于建成时间早，集宁区部分老旧小区基

础设施不完善，没有合适的活动场所。集宁区
委组织部作为融泽苑小区的包联单位，经过入
户走访、座谈调研，充分了解民情民意后，今年
6月将小区的旧凉亭、旧广场升级改造成为集便
民服务、协商议事、休闲娱乐、文化活动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站，让居民不出小区就
能实现协商议事有阵地、党群活动有场所。像
这样的党群服务站，集宁区已经建设了11个。
文明城市创建有奖问答、小区党史宣讲会、小院
红色故事分享会等各类活动在党群服务站轮番
开展。

集宁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党群服
务站把“党建孤岛”串联成“党建高地”，有效提
升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有力破解城市基层
治理难点、堵点、痛点。

此外，集宁区各包联单位建立单位包小区、

科室包楼栋、干部包单元的包联机制，结合“资
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通过“三问”活动，运
用“网格吹哨、部门报道”共建共治链条，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乌兰察布市城投公司为榆树湾社区水岸雅
苑小区维修硬化破损路面1300平方米，改造修
建绿化带花池6个。集宁区科技和大数据管理
局为福新东路社区物资库单体楼修补破损墙
面、路面20余处，更换了破损的井盖、排污管，
并在绿化带周围增设围栏，美化了小区环境。
同时积极打造“睦邻团结”“文明法治”“榜样力
量”“品味书香”为主题的“文明楼栋”，让居民在
潜移默化中接受文明洗礼，提升文明素质。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多方参与，提升居民的
自治水平是其中关键一环。集宁区延伸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触角，将参与权赋予居民，将话语权

还给居民，将决定权交给居民。
“小区的事务大家评、小区的管理大家议、

小区的决策大家定，切实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
梢’。”泉山街道沙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师锐说。

“我很荣幸成为楼栋长，今后一定发挥好模
范带头作用，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找我，咱们齐心
协力把小区建设好。”在融泽苑小区党群服务站
启用仪式现场，收到了小区“三户四长”聘书和
工作证的楼栋长代表李荣向居民许下了庄重的
承诺。

经过居民推荐评选、组织审核把关等程序，
集宁区781个小区、单体楼共产生党员中心户、
堡垒户、先锋户5774名，网格长、小区长（楼群
长）、楼栋长、单元长14696名。

如今，集宁区各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
用更突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结合更紧密。

11先锋 执行主编：郭俊楼 责任编辑：潘佳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阵地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没想到现在网上就能申请司法救
助，所有程序在网上都能办，对于我这样
行动不便的人，足不出户就能把事儿办
了。”近日，因交通肇事造成高位截瘫的
救助申请人韩先生激动地说。

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人民检察院积极转变司法理
念，搭建司法救助智慧平台，集线上申
请、线上办理、线上救助于一体，实现司
法救助、服务群众“无缝隙”。

这是杭锦旗人民检察院落实“为民
办实事”的一个实例，也是该院推动党建
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缩影。

近年来，杭锦旗人民检察院坚持把
党建工作放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激活力、抓落实，引领检察队伍创优
前行，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

该院按照“最强党支部”建设要求，
创新实施“融入式党建”品牌工程，以“党
建+”统筹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法治型党组织建设，从严从实抓好“三会
一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
生活等制度落实，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引导党员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尤
其是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院坚持

“创新+走心”，严格落实“四个一”学习制
度，即“每天一小时个人学、每周一次能
力建设大讲堂、每月一次支部学、每季度
一次集中测试”，让党员在党史学习中初
心再觉醒、使命再升华，支部的战斗力和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找准党建和检察业务的切入口。该
院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四大检察”“十大
业务”全面发展。优化“一平台五系统”，
建成远程案件会商系统，推进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电子政务系统等运用与实施，
提高业务能力，努力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该院第三检察部主
任旭日说：“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
牢党组织战斗堡垒，让党员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工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融”出战斗力
“合”出新成效

五化协同 大抓基层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日，通辽市开鲁县公安局指挥中
心全体党员来到抗美援朝老兵张宝荣家
里，听他讲授“微党课”。

张宝荣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兵，也
是一名有着72年党龄的老党员，亲历了
国家从贫穷苦难逐渐崛起强大的难忘岁
月。

“我17岁参军，历经多次战役，特别
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我们当时只
有一个信念，作为共产党员，要吃苦在
前、冲锋在前，以保家卫国为荣，再难也
要一战一战地坚持下去，直至胜利。”张
宝荣拿起他手写的抗美援朝回忆录，向
民警们讲述道。

张宝荣的绿军装上层层叠叠地挂着
平津战役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华北
解放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
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纪念章，还有党中央刚刚颁发
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老先生摸着一枚枚纪念章，再度忆
起峥嵘岁月。他说这是沉甸甸的荣誉，
是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并以自己的入党
及战争经历，教育引导年轻人知党情、报
党恩。

“你们年轻的党员要牢记，从战火纷
飞的岁月到今天的小康生活，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我们的幸福日子。无论什么时
候，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赤心向党，永
远跟党走，承担好党员的责任、履行好党
员的义务，这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张
宝荣的叮嘱引发共鸣，大家被一名老兵、
老党员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党的赤胆忠
心深深感染。

这样面对面的对话、推心置腹的交
流、接地气的学习方式，更有说服力，更
加震撼人心，让在场党员接受了一次深
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表
示，要认真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从
革命前辈身上汲取力量，立足本职岗位，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打击
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更好地服务人
民群众。

抗美援朝老兵
的“微党课”

■视点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结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80
多家机关单位、100多个驻区单位、100多个居委会、70多个村的党员干部和
群众，利用周末时间开展清除致敏性蒿草行动。 万永杰 摄

除蒿草 办实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办“聆
听红色故事 矢志践行初心”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鲜
红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6名宣讲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齐心协力建
包钢”“马背上的英雄”等红色故事，为全体党员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
的党史教育课。 梁兆峰 摄

聆听红色故事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近日，巴彦淖尔市
组建“牧企军”党员综合服
务队，广泛开展政策宣传、
困难帮扶、物资代买等服
务。图为服务队党员为甘
其毛都镇巴音查干嘎查牧
民代购蔬菜。 赵姣 摄

服务群众

宽阔的柏油路通到家门口，干净的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多元富民的产业红红火火……放眼当今的农村牧区，
广大基层党组织正带领人民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奋力前行，共同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农村牧区要发展，农牧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党的十
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蓝图。走好乡
村振兴之路，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的发挥。只有夯实党建基础，加强党建引领，铸造乡村振
兴的“红色引擎”，乡村发展才有“主心骨”和“领头羊”，农村
牧区才能更美丽、更文明，农牧民才能更富足、更幸福。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党的领导是农村牧区一切
工作的前提。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牧区全部工作的基础和
农村牧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选优配强班子就显得尤为重
要。要切实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选好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带
头人，才能形成“头雁效应”，不断增强党支部创造力、凝聚
力，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力推进农村牧区发展。

一名党员就是一盏“灯”，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要加
强农村牧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
格把好党员发展、教育、考评“三道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
构，提高基层发展党员的质量。同时，大力推进党员教育培
训工作，不断强化党员党性修养，提高党员综合素质。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赤峰市建立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共同体，让特色种植、畜牧养殖等主导产业蓬勃发展，真
正实现了“产业大家一起做，有钱大家一起赚”。鲜活的事
例告诉我们，农村牧区特色产业的培育离不开党建的引
领，要发展“党建+产业”模式，壮大农村牧区集体经济；还要
立足实际，在深挖本地特色和资源的基础上，集众人之力探
索出一条符合当地发展的新路子。

实现乡村振兴，一定要紧紧抓牢基层党建工作的“牛
鼻子”，确保党在农村牧区工作中始终统揽全局、协调各
方，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让农牧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日子红火起来。

以“红色引擎”引领乡村振兴
◎李晗

■观潮

■学思践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