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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明社区建设加强文明社区建设加强文明社区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巴依斯古楞

锡林郭勒盟文明社区展示

社区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社区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社区里举办的儿童主题绘画活动社区里举办的儿童主题绘画活动。。

社区小超市里生活用品琳琅满目社区小超市里生活用品琳琅满目。。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
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进一步夯实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的基层基础，切实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管
理品质。

文明社区是指组织管理完善、创建活动扎实、道
德风尚良好、生活环境舒适、社会秩序稳定的先进社
区。全盟共有 131 个社区，其中全国文明社区 1 个，
盟级文明社区 31 个，旗级文明社区 59 个，文明社区
创建比例达 45%。各地在文明社区创建中，坚持守
正创新，发挥自身优势，挖掘优势资源，以文明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模式，践行文明社区创建
的“七个好”的标准，着力从强化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维护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管理秩序、管护社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升文明风尚、开展社区文化活
动、规范创建活动机制入手，突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的群众性、实践性和服务性，推动社区文明建设水
平，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目前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党支部
为核心纽带，成立业主委员会，建立创建文明社区
组织领导协调机构，明确创建工作方案和具体目
标，建立创建工作相关制度。业主委员会与社区
党支部共同商讨小区重大事务、研究协调社区社
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制定完善社区居民公
约，规范居民行为。同时联络群众、服务群众，凝
聚力量，整合志愿服务力量，并按照职能分类成立
了“党员先锋队”“蓝马甲”“安达”“巾帼”志愿服务
团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明社区创建的工作
模式开展以来，常态化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等
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文艺书法、绘画、
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和普法宣传等文化活动，得到
辖区居民的帮助和认可。

与此同时，在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人防、

技防、消防工作要求，通过常态化组织居民开展文
明楼宇、文明楼道、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居民对身边
典型广泛认可，居民群众当中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当前，锡林郭勒盟成立了盟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服务中心，各旗县市（区）成立 13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苏木乡镇、街道成立 96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服务所，嘎查村、社区成立 1046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服务站。

截 至 今 年 11 月 中 旬 ，锡 林 郭 勒 盟 各 旗 县 市
（区）组建“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2307 支，涉及法律援助、文艺文化、应急救援、理论
宣讲、政策解读、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助学支教、扶
贫帮困、社会公益服务等多个领域。全盟共开展各
类“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11346
次，志愿者参与 65172 人次，受益群众 753044 人
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261705 项。

锡林郭勒盟在创建文明社区建设中，打造党建
新格局，把党建工作和社区中心工作一起部署、一起
落实，对党员实行建卡建档管理，对年老体弱党员进
行上门送学服务，对流动党员实施动态管理，建立起
各项党建工作机制，充分整合社区资源，构建区域党
建新格局。

在此基础上，倡导开展以关怀为基础，以关爱
为提升的“关怀走访”和对辖区党员、弱势群体、贫
困学生的慰问活动；开展进百家门、解百家难、知百
家事、暖百家心活动，打造有需要找志愿者的社区
志愿者服务品牌，使社区成为广大居民信赖的温暖
之家。

今后，锡林郭勒盟将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打造一批示范社区，使其成为实践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充分发挥榜样表率作用，推动全
盟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与此同时，该盟将聚
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不断加强社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建设更
加富裕文明的锡林郭勒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区活动阵地建设社区活动阵地建设。。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

爱民社区位于锡林浩特市城区东部，
辖区居民 6232 户、14122 人，其中：60 岁以
上老年人 1768 人、残疾人 186 人，享受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居民 88 户、164 人。2018 年 6
月，社区党委成立，下设 4 个党支部，共有
党员 173 名。社区活动阵地内设便民服务
大厅、民惠超市、卫生服务站、温馨康复家
园、“微网站”工作室、文体活动大厅、心理
咨询室等多个功能室，精心打造了传统文
化、廉政文化、志愿服务文化墙，成立志愿
者服务队，经常性开展科普宣传、卫生清
理、助老帮困、文艺惠民等活动。

2014 年 1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爱
民社区考察时，提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殷切嘱托，
为社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年多来，爱民社区党委始终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努力践行宗旨意识，根据辖区弱
势群体较多的特点，创建“暖心党建”品牌，
打造“关爱服务型”社区，把为民服务作为
社区党委的初心和使命，明确了以为民服务
为核心，以优化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共建

（包联）单位公益性服务、居民互助性服务、
社区人员自身服务和创新社会管理“四服务
一管理”工作模式为抓手的工作思路，坚持
谋实事、出实招、做实功，通过强化便民大厅
服务功能、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水平、打造残
疾人温馨家园、增强民惠超市服务功能、开
展共建共治共享活动等，切实提高为民服务
实效。社区先后获得“全国和谐建设示范
社区”“全国文明社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市级“最强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镶黄旗满都拉社区

满都拉社区位于新宝拉格镇东南部，
辖 8 个居民住宅小区 6 个平房区，划分为 9
个网格，社区活动阵地面积 1500 平方米，
基础设施齐全，服务功能完善。

该社区坚持把建强基层组织作为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的基础保障，进一步激发和
增强各族群众珍视民族团结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的社会条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融入社区服务
中，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居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社区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作为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建社区、共享发展
的内生动力，建强建好社区党组织，先后获
得全国“创建无邪教示范社区”、全区五四
红旗团支部、全区开展“国学四进”暨创建

“孔子学堂”活动先进单位、全盟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全盟残疾人之家、全盟老
年体育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全盟“精品社
区”等荣誉。通过抓实社区“志愿服务”党
建品牌，常态化推行“社区七项公共服务”
和“三项六张”清单举措，让各族居民群众
得到很多实惠，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乌拉盖管理区巴音陶海社区

巴音陶海社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及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融入到暖心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
和党员的先锋引领作用，全力打造精品化
社区。

累计投入 240 余万元建成多功能文化
活动阵地，设立多个功能室，开设便民服务
代办业务，增设维权和救助等“需求化”服
务，提升社区精细化服务水平。现已建成
占地面积 7150 平方米活动阵地，分别设有
舞蹈室、棋牌室、健身室、红色课堂、阳光驿
站、家风家训馆、草原书屋等活动室,并在
室外配有公共健身器材 1 套以及网球场、
篮球场、排球场各 1 处，极大程度地丰富了
居民群众的业余生活。

社区党支部依托社区活动阵地开展了
党支部建设规范年、“三会一课”“固定党
日+”“深入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
跟党走”等活动，同时充分利用党员教育管
理手机 APP，及时向党员推送学习资料，将
线上线下学习活动相结合，不断推进支部
建设规范化。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将兵团文化、草
原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依托兵团产业
园区、兵团礼堂、兵团展廊、篝火广场、旗帜
广场等活动阵地，举办兵团文化周、兵团文
化主题晚会、摄影展等文化活动，将兵团文
化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以独特新颖的风格吸
引游客观光度假，增强旅游业发展活力。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社区

巴拉嘎尔社区辖区内有 5 条街 2 条路，
总面积约 7 平方公里，有工作人员 15 人，党
总支下设 2 个网格党支部，共有党员 139
名。近年来，社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打造“学习
型”社区品牌，切实将社区建设成彰显社区
特色、服务社区居民的暖心社区。

由社区党支部牵头，辖区内共成立业
主委员会 7 个，由业主委员会推选居民代
表、居民小组长、小区楼（院）长，日常共同
商讨小区重大事务，规范居民行为。社区
服务功能完善，公共设施功能完好。有机
动车、自行车集中统一停放的公共停车场，
结合创建自治区文明旗县城工作 2020 年
规范停车位 210 余个、消防通道 70 余个。

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将网格科学有
序划分为 21 个网格，配齐专兼职网格员 13
名，社区人防、技防、消防工作到位，定期开
展扫黄打非宣传活动。努力营造学习宣传
浓厚氛围，居民群众当中好人好事不断涌
现，常态化开展文明风尚教育，设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教育、公德公益、文明
礼仪教育内容的宣传画、宣传牌、宣传栏、
遵德守礼提示牌。常态化组织开展“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弘扬优良传统，传播正
能量，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文艺书法、绘
画、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和普法宣传等文化
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正蓝旗浩雅日宝恩巴社区

浩雅日宝恩巴社区设有便民大厅、和
谐家园、人大代表之家、棋牌室、台球室、青
少年减压中心、党员活动室、道德讲堂、学
习讲堂、职工之家、会议室、信访接待儿童之
家、读书大厅等多个功能室。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于 2019年 12月
正式挂牌成立后，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帮助居民群众逐步提升思想觉
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以“基层党建+社
会组织”模式为引领，以“凝聚群众、引导群
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目标，充分发挥
社区党总支的作用，倡导党员、居民、协会积
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居
民志愿者服务队，人数达到 120 余人。

社区文明实践站将党员志愿服务模式
引向更加贴切居民生活、丰富居民生活上，
组织引导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了一系列帮
助困难群众，解决居民困难的志愿服务活
动。充分利用社区和所辖小区居民微信群，
积极问需于民，对焦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开辟了党员志愿者

“跑腿服务”，经常性开展包括为残疾人家庭
提供擦玻璃、打扫卫生、送煤、更换水管、无物
业小区义务打扫卫生、抽污水通下水管道等
暖心服务。先后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保护
湿地公园等各类保护环境卫生、植树绿化家
园、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居民文明行为宣
传、小区楼面粉刷、在职党员回归社区携手共
创文明社区等助力创城志愿行动等活动。

阿巴嘎旗呼格吉勒社区

呼格吉勒社区位于阿巴嘎旗别力古台
镇，面积 3 平方公里，包含 1 个党群服务中
心，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居民 2401
户，总人口 5656 人。

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包
联单位、联合党委委员单位共同创建精神
文明，成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小组、志愿者团
队、妇代会等组织，共同制定了相应的创建
规划和办事公开承诺制度、志愿者服务责
任制。

社区现有 3 支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
名单规范整理登记在册，每支志愿者队伍
进行服务分类，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
供服务，用爱温暖着弱势群体，还组织举办
联谊会、座谈会、文体比赛等活动，极大地
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
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意识。

按照创建文明社区的要求，该社区组
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活
动。并与旗文明办、妇联联合开展了“家风
家训”“最美家庭”“最美庭院”“好婆婆、好
儿媳”等一系列的评选活动，涌现出一批爱
国守法、明礼诚信，夫妻和睦、孝老爱亲，邻
里融洽、友爱互助，勤俭节约、热心公益的
文明家庭，在引领家庭建设和社会风尚方
面具有较强的典型示范意义。

今后，该社区将继续坚持以构建“和谐
社区”为宗旨，着力打造“服务型社区”,完
善公共配套建设，强化社区服务，力争建成
环境优良、秩序井然、管理规范、人际和谐
的新型文明社区。

（本版图片由锡林郭勒盟文明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