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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把培养时代新人作为着眼点，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
社会树立文明观念、提高文明程度、形
成文明风尚，不断推动人民群众在理想
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
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在具体工作的推进中，锡林郭勒盟
切 实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科学的方法、
扎实的作风推动农村牧区的文明创建
工作，为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作
出贡献。截至目前，该盟已创建全国文
明村镇 11 个，全区文明村镇 82 个，盟级
文明村镇 250 个、旗级文明村镇 346 个，
旗级以上文明村镇比例达到 71.9%。

在一大批文明村镇的示范带动下，
锡林郭勒盟通过强化党建引领、突出示
范带动、聚焦合作联合等行之有效的措
施，结合脱贫攻坚战的深入实施，大力
扶持嘎查村产业发展，实现了全盟 855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超过 5
万元，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早日实现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富民强村和农牧业
现代化发展筑牢了根基。在该盟 855
个嘎查村中，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 的 有 558 个 ，50 万 元 以 上 的 111
个，总额达到 3.23 亿元，形成了资产盘
活、光伏产业、入股分红、服务创收、村
办企业、村企合作、特色种养殖、旅游开
发、园区化发展等 10 种模式为主导的多
元化发展路子。

锡林郭勒盟积极开展农村牧区移
风易俗活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提高农村牧区社会文明程
度。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
代新风尚要求，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
传承优良传统和移风易俗的内容及要
求纳入村规民约。按照文明节俭、协
商一致、群众满意的原则，合理划定红
白喜事消费标准和办事规模，遏制大
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
习。在各级党委和嘎查村党组织的领
导下，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健全完善民主议事会、道德评
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
自治组织，针对存在的陈规陋习开展乡

风评议活动，引导农牧民自我约束、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倡导勤俭
节约、健康向上的乡村风尚。充分发
挥 传 统 文 化 在 乡 风 文 明 中 的 重 要 作
用，同时对传统礼俗中不符合文明、节
俭 、健 康 的 理 念 、仪 规 和 方 式 进 行 改
革，推动传统礼俗的创新发展，在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
节前后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使中华
传统美德在优秀礼俗文化中传承弘扬，
涵育时代新风。

在大力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工作中，
锡林郭勒盟还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
建立文明家庭走访慰问机制，邀请文明
家庭参加庆典、晚会等活动，对文明家
庭给予礼遇关爱。组织文明家庭积极
参与“我们的节日”等各类宣传活动，参
与各类百姓宣讲，发挥典型作用。建立
文明家庭动态管理机制，主动掌握、适
时更新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开展“好家
风好家训”活动，坚守讲诚实、重信用、
守承诺的品格，弘扬孝敬父母、尊老爱
幼的优良家风，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度，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尚。在此基础上，锡林郭勒盟大力建设
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
乡村，争取到 2025 年，全盟文明村镇比
例达到 90%以上。

今后，锡林郭勒盟将持续加强农村
牧区思想道德建设，用群众熟悉的语
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容易理解的办法
开展宣讲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农村牧区，提振农牧民群众精气
神。同时，针对牧区地广人稀的特点，
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宣传工作，线下向
农牧区发放《党史宣传教育“小本子”》
等内容新颖、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嘎
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播站定期播放
自治区推送的宣传音频；线上通过“学
习强国”、微信矩阵、抖音、快手等平台
刊发转载宣传内容。

通过农村牧区基层宣传载体、文化
阵地、公益广告，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开展对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的
学习宣传活动。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最
美家庭创建活动和“传家训、立家规、扬
家风”等主题活动，还以“我们的节日”
为主题，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丰富
农牧民文化生活。

让文明新风吹拂千里草原

—
—

锡林郭勒盟大

力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巴依斯古楞

通过组织开展各类
活动，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越来越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

新牧区美景新牧区美景。。

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恩和吉日嘎郎嘎查
恩和吉日嘎郎嘎查位于东乌珠穆沁旗西南部，嘎

查办公室位于乌里雅斯太镇城区向北7公里处，交通条
件十分便利，101、204省道横贯全境。

恩和吉日嘎郎嘎查被列入全旗“一类”嘎查党组
织，曾荣获“全国文明嘎查”“全旗先进基层党组织”“抗
灾救灾先进嘎查”等多项称号，2021年被命名为全国第
二批乡村治理示范村，成为全区入围的30个试点嘎查
村之一。

该嘎查针对牧区点多、线长、面广，服务半径大以
及基层乡村治理力量薄弱的实际，充分发挥党员中心
户“一带双联三到位四中心六员”作用，筑牢安全屏障。
嘎查党员24人、党员中心户4户（其中盟级示范党员中
心户2户），近年来协助调解矛盾纠纷120件左右，开展
代办证照、政策咨询等服务180多件次。

恩和吉日嘎郎嘎查将多条与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内容纳入本嘎查村规民约，促进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充分发挥嘎查集体经济
实力，为嘎查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为困难户发
放无息贷款，奖励考入大学的学生，扶持贫困户脱贫，为
嘎查全体成员代缴合作医疗保险⋯⋯嘎查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紧扣“建阵地、建队伍，强服务、强实践”的工作路
径，创新方法手段、推进资源整合、优化志愿服务、满足
群众需求，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作，
有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北村
北村位于多伦诺尔镇东1.5公里处，总面积8平方

公里，辖3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419户1076人，其中脱
贫户53户105人、低保户75户90人、五保户1户1人。
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00元。

为了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农村治理实现新
突破，北村党支部以“爱心超市”平台为引领，创建 6
大类78个积分项目和24个减分项目，通过积分管理
台账，记录村民遵纪守法、邻里互助、好人好事和参
加村级民主管理、参与集体事务决策等集体活动的
具体表现。

只有壮大集体经济，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2014
年，通过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北村整合
闲置耕地，通过财政补贴、村委会筹资和村民入股合
作社形式，成立了多伦县北越种植专业合作社，全村
520户农户全部为合作社股民，采取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利润分红的形式经营，建设日光温室90座，并
配套建设恒温库、冷库、包装车间、深加工车间等设
施。2018年，注册成立了多伦县德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年销售额达300多万元。2021年，北村种植的
黄瓜、辣椒、西红柿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北村有
机蔬菜价格将较普通蔬菜提高3到5倍，实现传统农
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近年来，北村先后投资300余万元对村道路、空闲
地、绿化带进行系统的整治，目前水泥路组组通，主要道
路都进行了绿化，投资100万元对流经村庄的河流进行
治理，建设池塘一个，观景走廊300米。投资50万元建
设了两处健身广场，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生活环境。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巴彦杭盖嘎查
巴彦杭盖嘎查位于G331国道北侧，距旗所在地满

都拉图镇55公里。嘎查总人口83户328人，草场总面
积76万亩。

2020年，嘎查牲畜总数46533头，通常电牧户45
户，牧区通电率达到52%，嘎查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342元。

巴彦杭盖嘎查有正式党员31名，为十星级一类党
支部。该嘎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嘎查
党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加强党员教育，健全管理制度，
引导广大党员当先锋、作贡献，立足资源条件和产业基
础，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径。2018年开始，结合
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以“党支部+集体经济+合
作社”模式为抓手，发展优质肉牛产业，为嘎查集体经济
创收21万元。

2017年，该嘎查积极配合全旗新能源发展工作，大
力推进风电项目入驻嘎查，使95%的牧民从中受益，共
享受征地补贴 5000 万元，嘎查集体收益 61.8 万元。
2019年，中国电信公司投资300万元针对嘎查信号盲区

新建1座基站，实现网络全覆盖，让牧民享受到通讯网
络带来的更多便利。

近几年，巴彦杭盖嘎查先后获得自治区级基层党
组织建设示范点、全区农村牧区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
全区创优争先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盟乡村振兴示范嘎
查及全旗优秀信用嘎查等荣誉称号。

今年，巴彦杭盖嘎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作用，以创建“五强”党支部为目标，将嘎查各项工作与
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共同走上
富裕、文明、和谐的幸福路。

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大圪洞村
大圪洞村位于千斤沟镇西南35公里处，辖2个自

然村，全村总面积12.8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78户862
人，其中，常住人口195户465人，村党支部现有党员24
人。全村耕地面积10038亩，其中水浇地8150亩。退
耕还林1185亩，公益林1867亩，主要种植作物有马铃
薯、莜麦、小麦、胡麻、蔬菜等农作物，2020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10000元以上。

近年来，大圪洞村党支部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突出特色，注重创新，走出了一条“组织创先进、党
员齐带头、群众不落后、产业并头进、富裕又和谐”的发
展路子，全村连续多年保持了班子稳、人心齐、村内经济
发展、村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实现了三个文明建设
的快速发展。2017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2018年被
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019年评为锡林郭勒盟先
进基层党组织。

今后，大圪洞村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发展蔬
菜种植和中草药种植；建设大型养殖场，发展规模化养
殖；依托新农村建设发展旅游业，建设农业示范基地，积
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
额仁淖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位于旗政府所在地西

北15公里处，总人口172户375人，常住户83户225人，
有蒙、汉、回、满等4个民族，嘎查“两委”班子成员7人，
党员33名，党员中心户3户，2020年度人均纯收入达到
16738.89元。

近年来，阿尔善图嘎查建成280平方米的文化活
动室、80平方米的卫生室、100平方米的小型舞台、25平
方米的村史馆、妇女儿童之家和草原书吧、学习讲堂、民
俗文化展厅，设置了议事讨论、集中学习、便民服务室、
文体活动中心等场所；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
文明大行动，设立善行义举榜，完善“村规民约”，积极开
展群众性文化、志愿服务、评比表彰等3项活动，鼓励表
彰文明户、身边好人、最美家庭、道德模范、家风家训等
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传播社会正能量。

曾经落后的阿尔善图，华丽转身成为远近闻名的
先进模范嘎查，边境线上呈现出嘎查繁荣、边民富裕、民
族团结、睦邻友好的景象。嘎查党组织先后被评为自
治区级卫生嘎查、全盟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4年全旗

“一类”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宝日陶勒盖嘎查
宝日陶勒盖嘎查位于伊和淖尔苏木东南部、浑善

达克沙漠腹地南缘，距离正镶白旗政府约55公里，是一
个以养殖西门塔尔牛为主的纯牧业嘎查。2020年牧业
年度牲畜总头数6063头只，其中牛3926头、羊2137只。

宝日陶勒盖嘎查党支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强牧民的荣辱观念，使牧民自觉遵守道德规
范。同时，以创建文明嘎查为切入点，狠抓精神文明建
设，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
积极引导牧民在参与中自觉加强个人品德修养，追求
积极向上、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增强了嘎查集体的
凝聚力、号召力，形成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良好风尚。

宝日陶勒盖嘎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对牧
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普及医疗卫生常识等，借此来增
进全体牧民的文化科技知识，努力提高牧民运用科技
致富的本领，切实增强了牧民转移就业和独自创业的
能力。通过培训，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牧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同时，完善了嘎查文化
活动中心，积极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牧民业余生活，提高
牧民文化素质。

光荣榜

（本版图片由锡林郭勒盟文明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