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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居民带来医疗服务。
巴依斯古楞 摄

镶黄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民警帮助辖区牧

民进行牲畜转场，确保牛群顺利通过农田，不发生

践踏农苗及其他事故。
阿如汗 摄

锡林郭勒盟人社局为伤残严重、行动不便的工
伤职工进行“上门鉴定”服务。

开通 12345 便民热线，
为群众畅通诉求表达渠道。

阿巴嘎旗公安局交警
大队深入牧区开展服务。

苏尼特右旗阿尔善图嘎查妇女
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剪羊毛、梳羊绒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 阿拉腾图雅 摄

锡林郭勒电业局多伦供电分局
为蔬菜种植进行变压器增容改造。

社区居民观看书法展。 毕力格巴特尔 摄

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服务。 毕力格巴特尔 摄

学史以明志，鉴往而知
来。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锡林郭勒盟坚持将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拧
紧责任链条，高起点谋划、
高标准要求。以学党史为
手段，以悟思想为根本，以
办实事为重点，以开新局为
目标，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持
续升温、有效开展，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这门“必修课”
走实走心、见行见效。

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 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自3月11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议，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动员部
署后，锡林郭勒盟制发了《关于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工作安排》《任务清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进
一步细化了任务和职责。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盟组建12个
巡回指导组，全过程全覆盖指导旗县市
（区）、盟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学习教育
工作。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严格把握学
习进程，以周为节点制发每日学习安排，
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加强潜心自
学，采取集体学习、专题辅导、读书班、理
论测试等方式，高质量完成5个专题学
习研讨，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压
茬跟进。截至7月底，全盟各级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同步开展专题学习
19198次，研讨7590人次。

锡林郭勒盟严格要求党员领导干部
先学一步、先行一步，以“关键少数”带动

“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讲
党课，为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出
示范，奏响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大合唱”。

与此同时，锡林郭勒盟各级党组织

充分利用本地区本部门已有的学习宣传
教育载体渠道，通过开办晨读班、“学习
夜校”、周末课堂等形式，紧紧围绕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论述，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指定
学习资料，在不间断地自学基础上进行
理论测试9441次。

各级基层党组织通过微信群线上推
送理论文章和音视频、知识问答、理论测
试、送学上门等，截至7月底，组织主题
党日活动 7454 次，确保党员学习全覆
盖。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书
记为所在地区单位、分管行业领域、基层
联系点、嘎查（村）社区讲专题党课6839
次；组织“锡林郭勒好人”、劳动模范、道
德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先进典型，深入
所在单位、系统、嘎查（村）社区、企业生
产一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作报告
630次。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后，锡林郭勒盟委迅速召开专题会议，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特邀
“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讲述了在
北京受勋和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的见闻和感受。目前，该
盟各基层党组织围绕“七一”讲话，召开
专题组织生活会 3197 次，覆盖党员
42382名。

为了切实保障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
面，锡林郭勒盟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多种
行之有效的措施，把学习教育送到了所
有党员身边。

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为年纪较大、
看不清字、行动不便且长期居家的老党
员送去拷有党史学习教育相关学习资料
音频的“小喇叭”，确保他们党史学习教
育“不缺课”“不掉队”；苏尼特右旗传承
会“传声”的红书包，激活红书包传播作
用，将送学、送政策、送服务“整体打包”
配送上门；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微服务”
理论宣讲平台，运用“大白话”“本地话”
把党史知识讲明白；因地制宜打造200
余个党史学习教育“流动课堂”讲习点，
确保1412名牧区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
育“不缺课”……

创新形式丰富载体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
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营养。

锡林郭勒盟面向全社会开展“四史”
宣传教育，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青
年宣讲团、红领巾宣讲团，进行专题培训
3期，编印分众化宣讲提纲。各旗县市
（区）“理论学习轻骑兵”深入机关、企业、
农村牧区、社区、学校、网络、军营等，开
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2319场
次，直接受众9.7万余人次。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挖掘党史学习教
育与思政课的有机契合点，增设《同上一
节党史思政大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专题党史内容，运用课堂讲授、专题宣
讲、专题研讨、课前5分钟讲党史等方式，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学校进课堂。同时，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利
用宣传墙、宣传展板、横幅、LED滚动屏
等宣传载体，营造浓厚氛围；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与“历史”“道德与法治”等思政课
程有机融合，融入中小学历史、语文、地理
等相关学科。各级各类学校开展“读、唱、
讲、观、写、演”等青少年心向党主题教育
活动3310余次，参与学生1.3万余人。

在全盟开展“红色百年锡林郭勒”主
题作品征集活动，共收到文学、书法、美
术、摄影等党史类文艺作品1580余部；
各支乌兰牧骑创排《生命的颜色》《入党》
等党史故事题材情景短剧。推出《唱支
山歌给党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等快闪作品和抖音作品；结合“党旗高高
飘扬”基层服务活动、“弘扬乌兰牧骑精
神、到人民中间去”综合志愿服务活动深
入基层演出服务；广泛开展“唱支山歌给
党听”全盟群众性歌咏活动，盟、旗两级
开展活动近百场，覆盖群众2万余人，线
上观看人数达127万人次；开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部主题电影展

映，观众达5万人次。
在组织专题培训方面，举办全盟“中

国共产党党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暨‘中国共产党党
史’”专题培训班34期，培训干部1.2万
余人次；举办全盟机关党组织书记示范
培训班、网络专题培训班，参训人员
6100余人；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制作《树
立正确党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感悟思想
伟力深学笃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微
党课视频16期；依托锡林郭勒盟红色旅
游纪念馆、正蓝旗察哈尔第一党支部等
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体验活动，
近12.3万人次参与其中；将红色资源与
红色旅游有机融合，打造草原生态红色
研学旅游线路、革命传统传承之旅、燃情
岁月草原红色之旅等10条红色旅游主
题精品线路。

学史增信学史力行 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中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锡林郭勒盟把
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第一步，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
式，深入开展“三问”活动，精准对接发展
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截至8月中旬，锡林郭勒盟向农村牧
区、城市社区、机关、国有企业、“两新”组
织、事业单位、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征求
意见建议11369条，查找问题10484个，
梳理“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事项
3184个，已解决1350个，占比42.4%。

最近，去过锡林浩特火车站停车场的
市民们发现，停车时间不超过20分钟就
不收费了。“这不是收不收2元钱的事儿，
主要是管理更加科学了，通行时间也更快
了，市民也切实感受到便利了。”刚送朋友
到火车站的宋先生高兴地说。“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中，锡林郭勒盟发改委
全力化解停车难题，协调锡林浩特市乌力
吉图服务公司设置免费停车时限，免除火
车站停车场停放20分钟内车辆和特定车
辆的停车费，极大地提升了车辆通行效
率，为群众出行提供方便。

在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中，锡林郭勒
盟将盟级层面“我为群众办实事”50个
项目清单向社会公布，13个旗县市（区）
重点民生项目通过盟级媒体分三批次向

社会公布，逐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
任人。同时，梳理群众面临的揪心事、操
心事、烦心事，有针对性地制定结对帮扶
措施，提供志愿服务。

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木赛乌素
嘎查针对农忙季节菜农们吃不上热乎饭
的情况，打造“农忙大食堂”，面向全嘎查
菜农实行平价餐饮服务，菜农只需花5
元钱就可以吃上可口丰盛的“大餐”，既
减轻了菜农的家务负担，也让他们能够
保证营养均衡、远离疾病；苏尼特右旗新
时代文明实践户外劳动者之家，切实解
决户外劳动者饮水难、吃饭难、休息难和
如厕难等困难，改善户外劳动者的劳动
条件和工作环境；镶黄旗6家企业为群
众发放旅游代金券、体检代金券、药品代
金券、中国邮政包裹打折卡和500册经
典书籍等精美礼品，还为70岁以上老党
员免费提供 4K机顶盒、赠送 1年收视
费，给新进宽带用户赠送1年宽带费等
优惠。

在锡林郭勒盟，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
的事迹还有很多。党史学习教育中，该盟
切实把为民办实事当作落脚点，让人民群
众获得了种种实惠。同时，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还累
计排查抗战前和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

58名、困难党员2736名，累计慰问老党
员、困难党员、群众9745余人次，发放慰
问金632万元。“七一”前，为党龄满50年
的 2817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真正把党的温暖和生日喜悦
送到了这些老党员的心坎上。

与此同时，大力开展“我帮你”志愿
服务活动，共组建“我帮你”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2112支，志愿者47240
人。在居民聚集区、窗口单位及其他重
点公共场所建立“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点11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2136个，机关
党员干部到嘎查村、社区报到14745人；
窗口单位优化服务流程 3958 项，推出

“互联网+政务服务”事项4167项，评选
“岗位建功先锋”82人。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4750次，受益群众222万余人，解决
群众实际困难2108项。

一次次涤荡心灵的深入学习和研
讨，一场场人气满满的党史宣讲，一桩桩
筑初心、解民忧、聚民心的民生实事……
无论在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军
营，还是在田间地头亦或蒙古包里，党史
学习教育正如春风细雨般滋润着草原，
为开创锡林郭勒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汇聚
着磅礴力量。

为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为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
——锡林郭勒盟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巴依斯古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锡林郭勒盟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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