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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把党史学习教育中
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加强研究、抓好推进，出实招、见实效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
奋力书写新赶考路上新答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已经成为兴安盟人的共识和行动
兴安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被授予第五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成为全区首家以盟市为单位获此殊荣的地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盟复创工作
让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农牧业实现大丰收
工业经济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居全区首位
140 多万兴安儿女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兴安盟委宣传部提供）

党员群众都能讲一个党史故事
都能结合切身感悟一个道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每名党员都要为群众办一件实事
每个党组织都能聚焦高质量发展
确定一个有目标有举措有实效的“开新局”事项
用好一个群众评判的测评体系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兴安盟扎扎实实开展“五个一”活动
抓紧抓实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使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在兴安大地持续“升温加热”

☆☆☆☆☆☆☆
发挥好巡回指导组督促指导作用
群团组织发动群众作用
宣传舆论战线引导作用
正反两方面典型作用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兴安盟发挥好“四个作用”
使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有抓手有推力
慎终如始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兴安盟落实落地

在学与悟上用功

，在办实事上用心

在开新局上用力

，在铸同心上用情

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

兴安盟广大党员学史力行铸同心从
百年党

史中汲取营养积蓄力量

以昂扬姿

态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赶考路上新答卷

平均学分、党员覆盖率、群众学员人数
“学习强国”学习普及率
两年来，兴安盟位居全区第一
曾经，传播党的主张
主要靠会议、文件、党报党刊党台
现今，通过“学习强国”读、听、答题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上强国学四史铸同心”
成为兴安盟广大党员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
5 月 12 日至 16 日
由中宣部组织的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成果采访团
走进兴安盟
10 余家中央、自治区主流媒体、近 30 位记者深入兴安盟采访
向国际社会真实讲述
以兴安盟为代表的内蒙古各族群众
铸同心、跟党走、奔小康的多彩故事
中英文发稿 60 余篇条
海内外各媒体转发 300 余条
兴安盟各族群众铸同心、跟党走、奔小康的生动画卷
跃然纸媒、屏幕、网页、客户端
借船出海扩大传播
兴安盟的美好形象再次声名远播

广泛开展集中宣讲
精心做好新闻宣传
9 月，“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网络主题活动
内蒙古站启动仪式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行

“学史力行铸同心 民族团结兴安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型全媒体主题采访采风调研活动
深入到农村牧区、嘎查村屯
全盟 180 余名宣传骨干参与其中
推出 500 余篇生动鲜活的报道

“学史力行铸同心 守望相助赞小康”
兴安盟乡村行大型全媒体直播活动
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等
20 余家中央、自治区媒体平台同步开展
当日累计点击量突破了 200 万次

“学四史 铸同心 跟党走”
兴安盟“石榴籽杯”学习强国挑战赛等
群众性学习比赛活动
吸引了近 7 万名党员、15 万名群众层层参赛
新华社、新浪网、草原云
腾格里、兴安手机台同步直播
76.11 万人在线观看
营造了学在基层、热在基层的浓厚氛围

☆☆☆☆☆☆☆
以活动促学习之风在兴安大地蔚然成风
兴安盟委办举办的

“致敬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色故事音乐分享会暨
“庆七一感党恩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
被中宣部评选为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的
科右中旗的“家门口唠嗑队”
盟直机关工委开展了“永远跟党走”大合唱比赛
盟工会开展了

《永远跟党走兴安职工建功新时代文艺汇演》
盟委保密机要局开展了

《红色往事——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故事》
讲党史故事活动
全盟各学校开展

“小手拉大手——我给家长讲党史小故事”
盟文旅体局组织乌兰牧骑举办

“永远跟党走”主题音乐会
⋯⋯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青春向党·奋斗强国”
“兴安红十字·温暖送万家”等
20 余项主题学习宣传活动
将党史学习教育延伸拓展到了各行业各领域
汇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力量

在宣传宣讲上下更大功夫在宣传宣讲上下更大功夫

聚焦“急难愁盼”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盟级层面“办实事清单”2 批次
23 个领域、76 项清单内容全部办结
盟政法委“一网统管统防统办”
网格员上报事件 55514 件，办结 50767 件
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就医“一站式”服务
看病流程持续简化
乌兰浩特市对房地产遗留问题清账处理
解决了 3000 余人的“回迁难”“办证难”等问题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进一步扩大工作惠及面，增强群众获得感

☆☆☆☆☆☆☆
阿尔山旅游公司与阿尔山市开通
阿尔山和伊尔施地区公交车
盟教育局投资1000万元建设突泉县特殊教育学校
帮助 69 所公办幼儿园开展留园服务
盟直机关工委与盟文明办
到乌兰浩特市共建社区督导
形成《盟直机关“进社区办实事倡文明”任务清单》
86 家盟直单位为群众办实事 517 件
讲党史故事 321 次，志愿服务 4264 次
盟级领导包片包案开展“上访变下访”
28 位盟级领导接访 84 批 328 人次
包案 65 件，已化解 48 件
兴安盟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着力点和落脚点
各地各部门纷纷列出办实事清单
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项目
大到开通公交车、建特殊教育学校
小到供热、排水、管网改造
把为民办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在在
﹃﹃
悟思想悟思想

﹄﹄
上下真功上下真功

在在
﹃﹃
办实事办实事

﹄﹄
上用真情上用真情

在在
﹃﹃
开新局开新局

﹄﹄
上见真章上见真章

完成 5 个专题学习，开展 7 轮理论测试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延河讲师团在线举办专题讲座
4 位博士组团为革命老区兴安盟云端播撒红色火种
1000 余名党员干部、1200 余个学校等单位
10 余万大中小学校师生接受党史教育
⋯⋯
一场场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将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变为生动鲜活的实际行动
将党史学习教育推向持续深入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
“学”字当头
抓好专题学习
创新方式方法
一级带一级、层层抓学习
84 家盟直单位、300 余名班子成员
开展 4 轮次中心组联合学习
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
原汁原味学原文 逐字逐句悟精神
兴安盟各级党组织及时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收听收看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
六中全会公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做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学史力行铸同心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营养积蓄力量。

□胡日查

费立新

▲“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内蒙古站启动。

▲突泉县乌兰牧骑开展“我帮你”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活动。 曾令刚 摄

▲绰尔河秋韵。

▲参观红色旧址，传承红色基因。

▲兴安盟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宣讲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