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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娜 刘向阳 胡日查 韩学文 李健萍

“请大家扫健康码有序排队做核
酸！”9月8日，在突泉县突泉镇南厢村的
核酸检测点，南厢村志愿服务队队长曲
红艳拿着喇叭维持秩序。今年34岁的
曲红艳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2年了，还
带动了本村 27名村民一起做志愿者。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就是想为老
百姓干点实事。”曲红艳坦言，“我想成为
王书记那样为人民服务的人。”

曲红艳口中的王书记，正是南厢村
党支部书记王兴华。“我创业失败了，王
书记天天上我家帮我分析政策，现在我
养了 100 多只羊，还想做产业指导员
呢！”“以前我没有正经工作，多亏王书记
给我宣传正能量，还帮村里和我一样的
年轻人找工作。”“疫情期间，王书记自己
掏了1万元给我们隔离的村民买了500
多份蔬菜包。”“隔离的时候照顾不了园
子，王书记领着党员和村干部挨家挨户

给我们浇水，还联系镇里为我们争取了
给全县提供蔬菜包的机会，帮我们菜农
拓宽销路！”……提起王兴华，南厢村村
民无不夸赞。自2018年上任以来，王兴
华充分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发展牛产
业、建立城市菜园……一系列的措施将
南厢村打造成村级最强党支部示范点。

王兴华只是突泉县7319名真抓实
干的党员干部中的一人。

公安干警帮助行动不便的群众办理
户籍信息并送证上门；机关干部进村入
户帮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驻村
干部长期为孤寡老人购买医药、打扫卫
生、做暖心可口的饭菜……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突泉县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优化顶层设计，协
调各方力量，打好组合拳，推动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六项工程六到村户”工作
取得实效，充分构建起县委统筹、县委

组织部牵头抓总，各乡镇各部门共同推
动、共同落实，全县上下“一盘棋”的良
好工作格局。

听民意、解难题。突泉县广大干部
群众在进村入户中，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通过与群众交心谈心，摸清基层工作
情况，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以户为单位开展诉求排查工作，各乡镇
网格员、党员干部和包村干部通过上门
了解群众诉求、入户现场化解矛盾、加大
普法宣传等方式，对群众诉求进行分析
研判，积极开门纳谏、广集民意，以实实
在在的行动为群众送去“雪中炭”“及时
雨”，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2021年，突
泉县发展党员550人，补充进村“两委”
队伍168人。在2022年“担当作为好支
书”评选活动中，获评镇级“担当作为好
支书”27名，县级“担当作为好支书”12
名，盟级“担当作为好支书”10人。

这两年，69岁的突泉县太平乡赛银
花村李喜春成了全县的养牛明星，家中
12头膘肥体壮的牛是他的骄傲。一提起
这些牛，李喜春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家牛
养殖得这么好，这还要感谢咱们县里实施
的‘牧业再造突泉’政策，也要感谢我们村
的黄书记带领我们发展养牛产业。”

李喜春口中的黄书记是赛银花村党
支部书记黄银昌。黄银昌从2012年开
始发展肉牛养殖，牛存栏130余头，年收
入60余万元。通过多年发展牛产业，黄
银昌积累了丰富的养牛经验。从2017
年开始，黄银昌主动承担起村级产业指
导员任务后，通过上门宣传惠民政策、义
务为村民传授养牛经验、组织村民进行
养殖技术培训等方式，让更多农户发展
牛产业，通过养牛获得实惠。

在突泉县，像李喜春这样得益于干
部进村入户开展“六项工程六到村户”的
农户还有很多。突泉县在培树先进典
型，引导群众增收致富方面进行了有效

创新。在富民产业升级工程中，由重点
摸排牛产业底数到针对产业发展，进行
增量扩面，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并随
时对脱贫不稳定人口进行监测预警，守
住致贫返贫底线。常态化建设畜牧

“120”服务体系，共开展产业指导活动
3490次，覆盖群众14万人次，帮助群众
实现增收致富。

六户镇巨兴村的农户通过种植榛子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2021年，在34
名六大产业专班干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
研下，巨兴村确立了庭院种植榛子的产
业发展思路，如今1200亩的榛子园里，
饱满的果实缀满了枝头，丰收指日可待。

“种玉米一亩地才能收入 1000 块
钱，种榛子4分地就能卖到6000块钱，
这效益得翻几番！今年开春，有好几个
村子的村民上我家参观学习，他们都想
种！”巨兴村村民曹树生高兴地说：“北京
来的教授把我家榛子园设成了实验基
地，种植技术他都给教，镇里还给我们请

了产业指导员，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
真是舒心！”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
键。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突泉县大力实施“产业再造”和乡土人才
孵化工程，通过产业规划引领、强化人才
储备、惠民政策宣传、养殖技能培训、技
术服务支撑、金融服务保障及组织观摩
学习等方式，引导农户发展产业，为农户
提供产业指导、畜牧“120”等便民惠民
服务。对有需求的群众进行产业发展指
导规划和跟踪服务，增强农户发展产业
的信心和决心。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153名村党支
部书记带头示范养牛，乡土人才孵化中
心吸纳成员820名，开展产业指导活动
419次，覆盖人数13242人次。县级孵
化中心储备人才188人，镇级孵化中心
储备人才1102人，培养致富带头人382
人，去年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8566.3万
元，20万元以上的村158个。

培树先进典型，推动以先带后，用好接力棒

9月7日，在突泉县太平乡的曙光花
海，伴着优美的音乐，太平乡大青山村舞
蹈队队长段凤芝领着60余名队员在花
海中翩翩起舞。为了迎接内蒙古文联现
场会，段凤芝和这些老姐妹足足排练了
一个月。

“以前我天天打麻将，我家老头因为
这事没少和我干仗。自从太平乡文化站
的站长郝媛媛带我跳了几次后，我发现
我对舞蹈还真有天赋。现在成立的舞蹈
队有百十来号人了！”段凤芝说，“现在我
们经常作为太平乡代表队参加演出，郝
站长给我们做后勤保障工作，又给买水
又送我们回家，有了她的支持，我们跳得
更起劲了！”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举措，不仅要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还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满足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突泉
县在原有文体活动的基础上，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文明乡

村文化繁荣专项行动”，提高群众文体活
动参与率。截至目前，突泉县共组织开
展文体活动1000场次。突泉县以村为单
位持续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和改变生
活从庭院做起提升行动，开展秸秆禁烧、
水冲式厕所改造政策宣传16万人次。由
单纯依靠网格员入户排查矛盾转变成为
自主研发群众服务平台，引导群众登录系
统利用手机进行线上点单反映诉求，多渠
道了解并解决群众反馈问题。突泉县共
收集群众反映诉求297条，办结率达98%
以上，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9月9日，当笔者慕名走进永安镇四
家子村养羊能手程全的家里时，房前屋
后却一只羊也没有。原来，四家子村今
年年初扩建了人畜分离养殖园区，程全
把他的 68只小羊全送到了这里饲养。

“自从羊搬了家，我家院子里的环境也好
了，没了臭味，种了花花草草，还在园子
里盖上了大棚，收入更多了！”程全说，村
里还实行了给排水一体化工程，给家家
户户都装上了水冲式厕所和自来水管

道，现在生活美得很！腰包鼓了、生活好
了，跟城里的生活比根本不差啥！

“给排水工程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现如今我们村307户农户全都用上了自
来水，这在我们突泉县还是首例，这与我
们四家子村社会治理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家子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明亮告诉笔者，
作为全县7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四家
子村近2年来从未发生过纠纷，5年内一
起命案没有，是全县无电信诈骗试点村。

“年初以来，村干部积极入户宣传国家政
策、帮村民下载国家反诈APP、发放社会
治理全民倡议书，村民对干部的信任度逐
渐上升，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十分顺利。”

四家子村村民谭德明说，对干部信
任度这方面，他最有发言权。“前段时间
村里开挖管道要占我家羊舍，我二话没
说就同意了，直接让铲车把院墙推了。
为啥我这么干脆，就是因为这些干部对
我们老百姓好，是他们给我讲养殖政策
和贷款政策，我家日子才富起来，听他们
的准没错！”

创新基层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用好指挥棒

突出党建引领，注重协同发力，用好导航棒

水泉镇水泉村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农户卖草编。 李洋洋 摄

突泉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李洋洋 摄

志愿者入户讲解政策。 张佳 摄

突泉县突泉镇红星村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培训妇女手工编织。 李洋洋 摄

突泉县乌兰牧骑下乡为百姓送文化。 王昊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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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村真漂亮，垃圾

分类分五样。五分法要牢
记，各个村民都参与。可燃
的要裂解，不可燃的要埋
掉，易腐烂的做肥料，可回
收的变成宝，有毒害的送村
部……”在兴安盟突泉县水
泉镇合发村柳月湾舞台上，
文艺爱好者侯旭林正在现
场表演原创快板说唱，台下
座无虚席，掌声不断，气氛
热烈。

眼下在合发村，这个由
“五分法”垃圾分类模式改
编的顺口溜可谓是家喻户
晓。如今的合发村，干净整
洁的道路、窗明几净的房
屋、古色古香的院墙、功能
齐全的村部、疏密有致的树
木，称得上是一幅文明乡村
的美丽画卷。

“以前我家可不是这样
的，农村也不讲究那些，垃
圾 啥 的 就 往 房 前 屋 后 一
扔。”合发村村民陈秀芬说，

“村干部和包联干部都来给
我讲垃圾分类，看现在的我
家多干净！我们村的环境
多好！环境美了心情也好，
我现在还是见‘圾’行事垃
圾分类志愿服务队队员，还
帮助别人一块儿进步！”

合发村的美丽蝶变正
是突泉县 30 万人民群众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的 真 实 写
照。2019年以来，突泉县以
产业再造、人才孵化、文明
实践、生态宜居、党群连心
和社会治理“六项工程”为
抓手，组织全县各级党员干
部深入农户家中，开展“六
到村六到户”活动。在历经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一争三
扶六到户”和党史学习教育

“六项实事六到村户”两个
重要阶段后，2022 年，突泉
县继续探索实施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六项工程六到村
户”工作，以党支部引领为
保障，以六项工程建设为载
体，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全面进步，全
面振兴。

自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六项工程六到村户”工作
开展以来，突泉县各级干部
共走访农牧户 4 万余户，覆
盖全县 188 个行政村，组织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文体活动近
1000场次，收集群众反映诉
求297条，开展秸秆禁烧、水
冲式厕所改造政策宣传 16
万人次，为群众送温暖、圆
心愿、解难题。随着到村到
户各项活动的开展，一场场
接地气、有温度、暖人心的
服务活动在突泉县城乡遍
地开花，真正打通了服务群
众“最后一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