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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青山区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石文慧

不久前，青山区 2022 年度社区党组织为民
服务“微实事”项目立项评审会召开，10 个街
镇、56 个社区的党组织书记将群众操心、揪心、
烦心的诉求转化为一个个温馨、暖心、实心的

“微实事”项目。带着“热乎乎”的项目书，社区
书记走上立项答辩席，从项目实施背景、工作措
施、预期目标、创新点、项目预算等方面进行介
绍，评审团现场点评并明确是否准予立项。

今年是青山区连续开展为民服务“微实事”
项目的第 9 年。

从 2013 年开始，青山区以“补短板、解难
题、办实事”为原则开展党建项目创建评比活
动，由街镇、社区党组织统筹，调动共建单位、驻
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力量，从社会治
理、家园建设、关怀救助等六个方面入手，以项
目化运作不断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截至
目前，累计投入 1600 余万元，撬动社会资源近
2000 万元，推进实施 450 多个为民服务党建项

目。
“居民们现在有啥想问、想反映的问题都不

用再跑去社区、物业了。隔一段时间社区就开直
播，讲居民关心的最新政策信息，有问题大家就
在直播间直接讨论解决，毕竟现在人忙得想聚齐
开个会可不容易。”青山路街道都兰社区居民马
大哥说。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而居民是社区治
理的主角，民主协商和居民自治是破解社区治
理难题的重要抓手。针对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参
与度不高的情况，都兰社区以“微实事”为民服
务党建项目为契机，创新基层民主治理体系，从
社区的在职党员、“双报到”党员、退休党员群体
中挖掘招募有影响力的“网红领袖”，让其参与
到社区治理及为民服务工作中。通过 50 多位

“网红领袖”的榜样力量，已发动至少 400 多名
党员及一半以上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此
外，都兰社区还结合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定期开展直播节目，让网络直播和民主协商碰
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创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形式和渠道。

“我老伴儿 3 年前得了脑梗，打那以后就一
直坐轮椅，出去一趟特别不方便，尤其冬天最冷
时还打不到车，真是受罪！现在不一样了，社区
有了‘家人车队’，想出去办事提前一天给他们打
电话，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接！”乌素图街道利民
社区居民刘大妈说。

乌素图街道利民社区地处市区边缘，常住居
民 9200 人，但仅有一条公交线路，居民出行不
便。

利民社区党委以“微实事”为民服务党建项
目为契机，聚拢辖区资源，动员社区内有车一族，
特别是在职党员及“双报到”党员自愿报名组建

“家人车队”，为 190 余名空巢老人及 150 余名残
障人士提供出行便利服务，还在中、高考期间为
考生免费“爱心送考”。为激励车队成员，形成长
效机制，车队志愿服务实行积分登记制，车主可
凭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油卡补贴以及车辆维修等
福利，党员车主积分还可与“双报到”积分相结
合，实现了党建引领带动社会力量，践行公益传
递正能量。

“微实事”为民服务项目的实施也给幸福社

区幸六、幸七街坊的居民们带来便利。
幸福社区所辖幸六、幸七街坊是老旧小区，

车棚年久失修，多数电动车没有统一充电场所。
有的居民为方便充电私接插线板，导致小区环境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微实事”为民服务项目
实施中，幸福社区积极筹划申请资源、资金，迅速
开展电动车“智能宿舍”改建项目，不仅翻修加固
了老旧车棚棚顶，安装了自动断电充电口，还给
改造的新车棚配备了微型消防站和高清摄像
头。新型车棚解决了老旧小区多年的“疑难杂
症”，消除了用电安全隐患，也使得小区环境得到
很大改善。

“现在我们给电动车充电再也不用从楼上拉
电线了，下雨下雪时也有地方停了，可是省了不
少心！”幸福路街道幸福社区幸六街坊居民于女
士说。

一件件民生“微实事”的落实落地，让青山区
成为党群携手共同绘就高质量生活画卷的热土，
把基层党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职责切实发
挥出来，“微实事”项目，真正为群众生活创造着

“大幸福”。

本报通辽 5 月 31 日电 （融媒体记者 郭
洪申）近日，通辽市开鲁县在政策扶持、技术服
务、规模化管理、新技术赋能引导下，60 万亩红
干椒大田移栽全面展开。

在开鲁县黑龙坝镇红干椒千亩种植示范
基地，万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百
森正带着 40 多名工人移栽辣椒。工人们熟
练 地 操 作 栽 苗 器 具 ，打 眼、投 苗、培 土 ，忙 得
不亦乐乎，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画卷铺展开
来。

“今年合作社在二道湾村发展 1000 亩地红

干椒套种高粱项目，种子、化肥和农药由农技
推广中心提供，从育苗、移栽、管理到销售由合
作社统一管理。”董百森说，项目区内 10 垄辣
椒、2 垄高粱套种，红干椒每亩能达到 800 斤左
右，高粱每亩能达到 1000 斤左右，经济效益十
分可观。

在建华镇福盛号村红干椒果菜茶有机肥
替代化肥试点项目区，椒农曹志惠正带着工人
们一起移栽辣椒秧苗，她家在项目区内有 22 亩
耕地，去年采取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方式栽
植红干椒，增收 2 万多元。

“前年红干椒病害比较严重，一亩地毛收入
大概 2000 块钱左右。去年使用统一发放的有
机肥和可降解地膜，一亩地成本节省了大概 300
块钱左右。去年病虫害降低了，产量也上来了，
一亩地大概增产 200 斤左右，亩平均收入提高
了 1000 多块钱。”曹志惠说。

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左明湖介
绍 ，开 鲁 县 果 菜 茶 有 机 肥 替 代 无 机 肥 项 目 重
点实施在红干椒产业上。“主要是通过实施有
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引 领 广 大 椒 农 重 视 使 用 有 机 肥 ，通 过 减 少 化

肥的使用，提高辣椒的品质、减少病虫害，实
现化肥减量、控制农药使用的目标。”左明湖
说。

据了解，开鲁县栽植红干椒历史已有 60 余
年，是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辣椒产业十强县”，拥
有红干椒地方标准体系、生态原产地和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双认证”。近年来，栽植面积稳定
在 60 万亩，已培育形成了“育苗、移栽、收购、销
售、加工、出口”三产融合的产业体系，带动全县
3 万户群众稳定增收。

60万亩红干椒移栽全面铺开
【云采风】

开鲁县

本报包头 5 月 31 日电 为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近
日，固阳县出台了《关于抓党建强作风
服务企业发展十四条措施》，从政治引
领、领导包联、人才汇聚、精准服务、激
励约束等方面，强化组织优势、整合组
织资源、凝聚组织力量，以党建工作聚
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固阳县积极选派党建指导
员，将支部建在“链”上，将“骨干”派在
公司中，为企业运营发展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共同为乡村振兴发展添砖加瓦。
党建指导员通过实地走访，线上交流、
线下座谈等多种方式，主动与驻县企业

对接，定期细化更新企业人员构成、生
产经营、销售效益等方面的基本信息，
了解企业发展的困难与瓶颈，收集相关
意见和建议，协调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制
约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切实提升
企业的满意度。固阳县怀朔镇坚持“党
建+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以村党支部
为单元领办，按照市场主导原则，通过
整合镇域资源，谋划项目发展，形成 1
家协会、N 家公司的示范带动效应，打
造村集体经济提速发展、农民群众增收
致富的运营模式。

（融 媒 体 记 者 格 日 勒 图 实 习
生 蒙娜）

固阳县 出台服务企业发展十四条措施

党建引领聚合力 为民创造“大幸福”

【云听】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31 日讯 托克
托县紧紧围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
工作的“新需求”，着力破解“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强化政治引领，
凝心聚力，为新群体成长赋能。

采取“三个一”工作机制，即通过制
定一份方案、成立一套专班、召开一次党
建联席会议，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
严密工作体系，推动全县新业态。形成
县“两新”工委牵头，多部门联动的“1+
N”组织体系，达到“一个方案、一个班
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效果。开展“两个

覆盖”百日清零行动，对 207 家非公有制
企业和万兴商圈、互联网企业等重点领
域切实排查摸底，做到边摸底、边组建、
边规范、边提升。健全新业态、新就业党
员教育管理机制，坚持党员管理教育中
注入“红色能量”，建立健全县、镇、村（社
区）三级联系指导机制，打造“1+N”服务
矩阵模式，认真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发挥组织功能为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解难事办实事，通过组
织关爱，传递云中温度。

（刘珂妤）

托克托县 构建“1+N”组织体系 激活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本报赤峰 5 月 31 日电 日前，第二
届龙凤之乡翁牛特文冠花文化旅游节在
蒙古王城开幕。此次的文冠花节以花为
媒、以节促旅，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
展现了龙凤之乡翁牛特春色美、人文美
和文化美。

开幕式上，翁牛特旗为第一批参加
“认养一棵文冠树”公益活动的企业颁发
认养证书、公布了“少儿花仙子”名单。
据了解，“认养一棵文冠树”公益活动收
益，将作为“文冠未来爱心基金”用于资
助该旗品学兼优的少年儿童和贫困大学
生。

此次文化旅游节还举办了广场舞
大赛、花海文艺演出、合影抽奖、花海
自 行 车 赛 、微 型 马 拉 松 、诗 词 朗 诵 大
会、花海拉场戏、绘画摄影作品展等一
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同时，还推出各
乡镇苏木街道特色产品展销、翁旗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和助力乡村振兴直
播带货活动。

翁牛特旗文冠果种植面积高达 10
万亩，境内有世界现存面积最大的文冠
果基地。2021 年，翁牛特旗成功举办了
第一届文冠花旅游节。

（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翁牛特旗 10 万亩文冠竞相绽放

本报包头 5 月 31 日电 为树立阅
读学法的校园风尚，近日，达茂旗人民检
察院哈乐米吉未检工作室走进该旗蒙古
族学校开展了“检爱同行，共护未来”为
主题的读书普法分享活动。

“送你一本《图记民法典》，你刚才的
问题会在书中找到答案。”读书分享会
上，达茂旗蒙古族学校法治副校长、达茂
旗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负责人斯琴
花和同学们分享好书，畅聊读书心得，为
同学们解答热点法律问题、赠送法律读
本，并以“防范校园欺凌”为重点，引导和

教育同学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送法进校园活动，是达茂旗人民检

察院贯彻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
重要举措，也是履行承担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职责的必然要求。此次活动，不仅
强化了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能
力，更是引导同学们培养多读书、读好书
的良好习惯，希望送法进校园活动在孩
子们的心里洒下法治阳光，让法治理念
在青少年心里扎根。

（融媒体记者 格日勒图 通讯员
宝力日玛）

达茂旗 普法进校园 法治护青春

托克托县

●日前，科右中旗举办“中国学生营
养日”“全民健康营养周”宣传活动，通过
文艺表演的形式向学生们宣传普及科学
营养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各种食物营养
特点，学会看懂营养标签，学会选择和搭
配食物，学习健康烹调。此次活动以促
进青少年吃动平衡为重点，大力普及营
养健康和身体活动知识，有效遏制超重
肥胖流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李枭宇）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磴口县实验小学开展“小小志愿
者”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通过
小手拉大手，让小小志愿者体验了生态
环 保 、文 明 交 通 、呵 护 老 人 等 服 务 活
动。 （磴口县融媒体中心）

●奈曼旗关工委联合政法系统各单
位开展捐资助学活动，为 10 名品学兼优
的困难学生送上 8000 元助学金，为学校
捐赠一批小学生读本，帮助家庭困难学
生完成学业。据悉，旗关工委已连续 7
年开展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全旗青
少年做实事、办好事。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杨悦）

●兴和县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针对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突
出特点，最大限度挤压“行骗空间”，形成

“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的良好态势，
坚决守护好老百姓的“养老钱”。

（兴和县融媒体中心 胡迪）

●为有效控制鼠疫发生，奈曼旗开
展灭鼠灭蚤药物统一发放工作，各苏木
乡镇场街道及相关部门统一在卫健委领
取药品，并做好储运、发放和登记。本次
全旗灭鼠由灭鼠队指导各乡镇进行统一
灭鼠，进一步控制鼠密度，有效遏制鼠疫
发生。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镶黄旗奶制品因历史悠久、工艺
精湛和品质上乘而闻名遐迩。近年来，
该旗继续提升“奶酪小镇”知名度，打造
锡林郭勒奶酪品牌，截至目前，全旗共有
传统奶食品生产企业 1 家、三证齐全的
奶制品手工坊 172 家。2021 全年牛奶
使用量 27439 吨，生产奶制品 2300 吨。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扎赉特旗乌兰牧骑深入音
德尔镇其格吐嘎查、巴彦高勒镇永胜村
开展“深入宣传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演出活
动，队员们献上了精彩的演出，向群众宣
讲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知识，进
一步营造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浓厚氛
围。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

●在疫情防控期间，突泉县各学校
从严从紧、精准科学持续做好校园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定期排查师生及共同
生活人行动轨迹，认真执行测温制度，定
期定时对学校教室、廊道、厕所等进行消
毒保障，定期检查防疫物资口罩、消毒
液、洗手液、酒精等是否配备齐全，将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确保师生生
命安全。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突泉县加强对脱贫不稳
定、边缘易致贫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
人员的监测，截至目前，重点监测人群共
计 2060 人 ，民 政 兜 底 1502 人 ，占 比
72.9%；对 8353 名脱贫人口中的低保对
象提档救助，推动全县兜底保障工作更
加扎实有效。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

●为了保证患者的诊疗安全，维护医
院的良好形象，近期，商都县医院发出一条
禁令，严禁医院临床医生私自介绍患者到
县内其他医院进行辅助检查换取回扣，一
经发现，正式工扣除当年绩效工资，聘用工

（含返聘）予以停职或解聘，如因此发生医
疗纠纷，由介绍医生自行负责。 （鲍永福）

●扎鲁特旗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各民族地区特
点，建立实施“党员+网格长+志愿者+居
民群众”服务模式，19 个苏木镇街道党

（工）委积极组建 128 个民情联络员队
伍，开展民族政策宣讲活动 58 期次，帮
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560 件，235 个旗直
机关企事业党组织与 183 个嘎查村党支
部结对共建。 （李梓媛 其力格尔）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导人道主义精神和扶残助残美德，日前，
卓资县开展以“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
疾人权益”为主题的助残日活动。活动
现场，为残疾人发放轮椅、单拐、盲人手
机、助听器等辅具。

（卓资县融媒体中心 王诗雨 张
剑雨）

●日前，为规范民办幼儿园办学秩
序，保障广大幼儿健康成长，鄂温克旗清
理整顿无证民办幼儿园，对整改不到位
的无证园，组织执法部门，将依法予以取
缔。 （鄂温克旗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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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乌力更 摄影报道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北方夏
季正是农忙时节，广袤的田野上一派热闹景象。

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双河镇大羊场村西瓜
地里，村民正在查看拱形双层暖棚的牢固性和西瓜
出芽情况。透过棚膜，隐约可以看到西瓜秧苗吐出
青翠欲滴的新芽。

西瓜秧苗长势喜人，村民吕永胜很开心。据他
介绍，近期风力较大，西瓜秧苗刚刚发芽，相对来讲
比较脆弱，因此需要不断检查和加固暖棚，让西瓜
秧苗度过危险期。

西瓜地旁就是大羊场村的西红柿种植大棚，棚
内村民们正忙着将育好的西红柿秧苗分苗装盆。

“我们大羊场村的特色种植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了，村里除了玉米、小麦、高粱等常见粮食作物，还
种有西瓜、西红柿、辣椒等经济作物。”村党支部书
记樊四清介绍道。

此时，在托克托县荒地窑村，农机的隆隆声回荡
在田间。有村民正驾驶着拖拉机进行作业，不时停下
来为播种机装填种子，还有的村民跟随在播种机后加
固棚膜、铺设滴灌带，一幅生机勃勃的农忙图景。

据了解，今年托克托县预计农作物总播面积
103.8 万亩以上，较上年略有增长。其中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约 101.5 万亩，经济作物预计种植面积约
2.05 万亩。为农资保供、保质，托克托县严格把好
进货渠道，各部门积极协调配合，实行农资“绿色通
道”政策，让农民更放心、更安心。

近年来，托克托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理念打造特色产业，提高农
民收入，农民的小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在荒地窑村在荒地窑村，，玉米播种玉米播种
机穿行在广袤的田野上机穿行在广袤的田野上。。

荒地窑村农民张瑞军为播种荒地窑村农民张瑞军为播种
机补加玉米种子机补加玉米种子。。

大羊场村党支部书记樊四清大羊场村党支部书记樊四清
手捧西红柿秧露出了灿烂笑容手捧西红柿秧露出了灿烂笑容。。

大棚种植户郝叶峰正在为西大棚种植户郝叶峰正在为西
红柿秧苗移盆栽种红柿秧苗移盆栽种。。

大羊场村村大羊场村村
民吕永胜查看西民吕永胜查看西
瓜秧苗长势瓜秧苗长势。。

【云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