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安盟举办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大讲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兴安盟委组织部提供）

暮春时节，兴安盟各旗县市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到处都是
一片繁忙景象，项目建设“四季行动”掀起的新一轮你追我赶、
竞相发展的热潮，让兴安大地处处生机盎然。

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去年，兴安盟圆
满完成了旗乡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和嘎查村、社区

“两委”集中换届，换出了干部队伍新风貌、新活力、新状态。
为了推动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好地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到位、将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对东部盟市的功能定位落
实到底、将“七个坚定不移”“三稳五进”目标任务落地生根，今
年，兴安盟把锻造“看得出、站得出、豁得出”的干部队伍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工程，深入开展“大培训、大
提升、大转变”行动，推动各级干部更新理念、提升能力、转变作
风、担当作为，促进工作大进位、事业大发展。

以思想破冰引领行动突围

理念变革是一场头脑里的“革命”，需要进行头脑
大风暴、思想大洗礼。兴安盟把大学习大培训作为推
动干部解放思想、更新理念的关键，引导全盟上下以

“思想破冰”引领“行动突围”。
“盟委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是推动干部深刻把

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持续转变发展理念、改进作风的务实之举，是激发
全盟干群斗志、掀起比学赶超热潮的全面动员。”2 月
17 日，全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首期专题研讨班在盟委党校举行，盟委书记张晓兵
带头开班授课，盟委各部委、盟直各委办局、旗县市处
级以上干部及苏木乡镇党政正职全员参训。

每一场宣讲，都是一次生动的理论政策辅导，每
一次交流，都是一次汇聚奋进力量的精神洗礼，汇聚
起的是全盟干部群众学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的强大力量。

时间回到 2021 年 10 月 8 日，兴安盟举办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讲堂启动仪式暨首期专
题讲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与公共
事务学院院长董关鹏以《高质量发展与舆论引导》为
题作专题讲座；11 月 17 日，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所长王凤忠以《农产品加工三链融合发展路径思

考》为题作专题讲座；12 月 6 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政
府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
业、盐碱地开发利用等主题作专题讲座；12 月 31 日，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以“学习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护森林草原资源”为主题作专题
讲座；2022 年 2 月 17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区域经
济学博士后张春晓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专
题讲座；2022 年 3 月 24 日，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培
华以《全域化打造生态旅游发展的兴安盟样板——全
球案例、中国战略、兴安盟路径》为题作专题讲座⋯⋯

每月一次高端讲座，在兴安盟已成常态。通过一
系列高质量、高层次、精准化的务实培训，广大干部

“以学促干、以干践行”的能力干劲得到了显著提升。
去年 9 月，乌兰浩特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密接险情，媒
体连续 6 次发声，在 24 小时内解除战时状态、恢复常
态化疫情防控；国庆期间，全盟共接待游客 73.4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 4.4 亿元，“阿尔卑斯山很远、阿尔山很
近”，大抓全域旅游的共识在干部群众心中牢牢扎根。

抓住关键，才能带动一片。兴安盟创新实施“领
导干部上讲台”制度，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和“一把手”
带头学习研究，让实践丰富的论“实践”、专业过硬的

讲“专业”、担当有为的述“担当”。
3 月 8 日—11 日，盟委举办换届后旗县市干部提

升政治能力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盟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李洪才，盟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立
华，盟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董欣悦，盟委委员、宣传部
部长秦化真，盟行署副盟长屈振年结合分管工作，分
别以《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政
治责任，全面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保
持政治定力，扛起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提升履职能力，勇于担当作为，切实担负起
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高举精神旗帜，担当使命任
务，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以收入倍
增行动为抓手，扎实推进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题
作形势报告、专题讲座、业务辅导、专题党课；同时，还
特别邀请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浙
江未来村庄研究院执行院院长翁余辉、北京市委党校

（行政学院）教授董晓宇、浙江大学教授陆敏，围绕
2022 年全国两会精神、工业经济、乡村振兴、营商环
境、招商引资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和解读，辐射带动
1151 人（次）参加学习，实现了换届后旗县市县处级干
部及苏木乡镇党政班子全覆盖，达到了“干部教、教干
部”的互动循环和“领导示范、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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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盟委的系列学习培训，政治能力加强了，思
想认识提高了，执行落实的力度也更强了。”“我们将
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务实高效的能力，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来自各领域各层级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开展大培训、提升干部能力本领，最终还要体现在
具体工作的执行落实中。兴安盟坚持把重大项目、专项
工作、乡村振兴、急难险重等作为实践最好的课堂，让干
部在实践实战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3月31日，兴安盟“能人返乡”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市召
开，在京津冀地区的兴安籍能人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共叙
故里情谊，共谋家乡发展，通过搭建招才引智新平台，打造
人才聚集新高地，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

实施能人返乡、市民下乡、干部到乡、企业兴乡“四
乡工程”，推进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到乡、各级干部结对到
乡、驻村工作队常态到乡、专家人才服务到乡；中央 6部
委向兴安盟 3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
74人，50名优秀干部在兴安盟挂职锻炼，助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严格落实新录用乡镇公务员和选调生在乡
镇服务期的规定，安排 343 名选调大学生到苏木乡镇、
嘎查村任职锻炼、跟班学习；选派 1741 名驻嘎查村干
部，开展“四到村五到户”帮扶行动，通过建强嘎查村党
组织到村、推进强村富民到村、提升治理水平到村、为民

办事服务到村和收入倍增测算到户、产业再造规划到
户、致富技能培训到户、扶持政策落实到户、文明行为践
行到户，切实提升基层有效治理和服务保障能力；组织
各行业领域专家人才和团队 1800 余批次、1 万余人次
深入基层开展联系服务活动，带动干部资源、人才资源
向基层聚集、在一线历练成长。

把急难险重任务的“战场”作为检验干部的“考场”，
印发《关于各级党组织全力推动大规模核酸检测组织管
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各级党组织提前做好大规模核酸
检测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迅速组建盟直机关企
事业单位疫情防控“特遣队”的通知》《关于做好盟直机
关企事业单位疫情防控“特遣队”应急支援工作有关事
宜的通知》，设计制定辖区核酸检测集中采集点的场地
图、定位图、定岗图、流程图“四张图”，有效应对突发疫
情，确保在紧急状态下最短时间内完成居民群众的大规
模核酸检测工作。特别是今年兴安盟周边地区发生新
冠肺炎疫情后，盟委迅速组建突击队、守护队、特遣队、
志愿服务队，动员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社区
参与疫情防控，先后选派 25 批 534 名医护人员驰援二
连浩特、满洲里、呼和浩特以及吉林省，让干部在艰难困
苦里磨砺摔打、在应急处突中增长才干。

实施“考绩治庸强担当”专项行动，依托全盟重点
工作、亮点工作、难点工作“三本清单”，开展旗县市、

盟直部门主要领导“三本清单”季度述职评议，以动态
考核促进干部实干担当，以精准考核提升干部干事动
力，以多方参与、多视角评价和多途径赋值提升公认
度，在晒业绩、看变化的比拼中激发干部干事劲头，为
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创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兴安盟计划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企
业投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190 个，总投资 1365.62 亿
元。截至目前，全盟已开复工玄武岩纤维原丝、风电
机舱罩生产、大型永磁发电机组生产、引绰济辽、中广
核风电扶贫、G5511 高速草乌线、伊利 5G 高端乳品智
能制造、欣盛 20万千瓦光伏治沙等重大项目 146个，完
成投资 36.5 亿元，开复工率 77.2%。”在自治区 2022 年
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动员大会上，盟委书记
张晓兵的汇报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勾勒出一幅只争
朝夕、重大项目建设百舸争流的壮阔画卷。

从“温吞吞”“按部就班”,到强化工作主动性，坚
持急事急办、要事快办；从“得过且过”,到“不让一天
光阴虚度”，步步紧跟上级决策部署，使“马上就办、雷
厉风行”成为工作习惯⋯⋯让人欣喜的是，如今，全盟
广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正由意愿变成行动，
从理念付诸实践，以“能力之变”为兴安盟高质量发展
凝聚起强大动力。 （兴组轩）

思想转变了，能力跟上来，工作才能得心应手，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

兴安盟坚持中心工作在哪里，教育培训就到哪
里，事业发展急需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履职尽责、健
康成长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既聘请全国高端师资讲
政策理论，也邀请外省先进地区专家教授讲经验方
法；既让领导干部示范带动授课，也让基层一线干部
现身说法⋯⋯

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十百千万”工程，聚焦招商引
资、工业经济、数字政府、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生态文
明、基层治理、现代农牧业、现代旅游业、大数据互联
网等 10 个方面，对百名新任职领导干部、千名以上科
级干部、万名基层干部进行系统化、多元化、全方位培
训。2021 年 9 月 24 日—26 日，举办全盟优化营商环
境专题培训班，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
心胡税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钱江、北京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戴颖分别聚焦“营商环境问题
怎么看，创优营商环境怎么干”这一主题开展了深入

细致的专题培训，通过集中参加专题辅导、学习典型
案例、研讨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更新了观念，解放了思
想，开阔了视野。去年以来，兴安盟在全区率先推行
政务服务标准化，全面推行“一网办、掌上办、一次办、
帮您办”，政府和企业投资类审批分别压减 20 个和 15
个工作日，企业开办实现网上办和半日办，累计减税
降费 2.1 亿元，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5.3%，发展活力得到
有效释放，兴安盟优化营商环境在全区排名中上升 2
个位次。

开办“乡村振兴大讲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阵
地资源，在盟级层面以及 6 个旗县市、57 个苏木乡镇

（场）和 850 个嘎查村，分别建设乡村振兴大讲堂，明
确理论政策、业务知识、法律法规、技术技能、文明新
风、文化科普等 7 方面培训内容，盟旗乡三级逐级建
立政策理论宣讲团、实用技术服务团、领导干部师资
库、优秀支部书记师资库、乡村能人师资库（“两团三
库”），面向盟旗乡村四级干部，常态化开展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专题培

训，盟级每两周组织开展 1 次线上培训，旗县市和苏
木乡镇每月分别组织开展 1 次线上培训，推动优质资
源直达基层。

3 月 21 日、3 月 31 日、4 月 7 日，分别举办了第一、
二、三期乡村振兴大讲堂，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焕鑫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为
题进行专题授课；突泉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宁海岩
以《以“六项工程六到村户”工作为载体 全力推动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为题，就如何构建大党建格局力促
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实战型”授课；兴安盟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柴琳琳以《聚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为题，就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中应注意防范把握的问题和政策进行了专业
讲授；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党委书记李立颖就基层党组
织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作用进行经验交流，
8500 余名基层干部共同收听收看，换届后嘎查村“两
委”班子、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的认识和行动得到
转变，“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和浓厚氛围日益形成。

以能力之变激活内生动力

以实践实战促进担当作为
兴安盟盟旗乡三级逐级开展兴安盟盟旗乡三级逐级开展

嘎查村党组织书记嘎查村党组织书记““擂台比武擂台比武””活活
动动，，评选评选““担当作为好支书担当作为好支书””。。

兴安盟举办换届后旗县市干部提升政治能力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兴安盟举办换届后旗县市干部提升政治能力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

兴安盟开办乡村振兴大讲堂兴安盟开办乡村振兴大讲堂。。

镇村两级干部在苏镇村两级干部在苏
木乡镇分会场收听收看木乡镇分会场收听收看
乡村振兴大讲堂乡村振兴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