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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政经 ZHENGJING

本报讯（记者 张鑫）匠心匠作，传

承创新。10月 15日，第五届中国创业

创新博览会暨中华传统手工艺传承创

新大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传统手工

艺品、文创产品展览展示同期举行，会

期 3天。

本次大会立足内蒙古、辐射中西

部、面向全国，旨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

手工艺，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手工

艺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进行

讨论，激活文化产业创新驱动力，

拓展文创发展新空间，提升文化产业

发展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新娜在致辞中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

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

有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

创造力。本届中国创业创新博览会暨

中华传统手工艺传承创新大会集中展

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手工技艺，实现

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文创工业有效衔

接，探索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现途径。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建立

一个价值典范引领，让传统手工艺产

品的匠心匠作传承光大，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活力，让传统手工技艺在与

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共存中实现创新发

展，可持续地助力文化富民、乡村振

兴，让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勃

勃生机。

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于海宇介绍，乌兰察布市突出创新

引领，着力转方式、调结构、转动能、提

质量，倾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创业创新

生态，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次大会主题

是“匠心匠作，传承创新”，乌兰察布要

把“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融入到大

会的全过程、各环节，成为大会的鲜明

特征和亮丽底色。

乌兰察布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岳

艳美向各位来宾隆重推荐了“云谷乌

兰察布”“通衢乌兰察布”“健康乌兰察

布”“生态乌兰察布”“绿能乌兰察布”，

诚邀各界精英走进京郊草原、避暑之

都，走进这片创业创新的热土。

开幕式上，还举办了溯源中国?可

信品牌“星”计划授牌仪式，为内蒙古

21家特色龙头企业颁发了荣誉证书。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第五

届中国创业创新博览会暨中华传统手

工艺传承创新大会各个专题展厅。

“蒙古毡绣”是一种独具民族特色

的工艺，以毛毡为原材料，手工制作出

耳环、包、收纳盒等工艺品。提及“蒙古

毡绣”，非遗传承人斯琴托雅告诉记

者，自己的手艺是奶奶手把手教的，后

来她接过了奶奶手里的针线，将蒙古

毡绣一直传承了下来。

展会现场，赵美玲带来了自己 35

米长的剪纸作品———《百年党史》，讲

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将民

俗文化、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相融合，

用一把剪刀、一方红纸，点燃红色记

忆，传递红色能量。

据悉，中国创业创新博览会已连

续在乌兰察布市成功举办四届，吸引

千名专家学者和国家部委及省区市领

导出席，1500多家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投资机构、创投企业、优秀创客参

会参展，共举办 25 场高峰论坛、5 场

招商推介会和十大主题展览，成为国

内双创领域有影响力的盛会。会议期

间还举行传承和振兴中华传统手工艺

主题研讨会、传统手工艺品文创产品

展览展示、“溯源中国”内蒙古美食品

鉴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0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提升三年行

动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召

开，会议通报了内蒙古 2018-2020 年

标准化事业取得的成效。

据介绍，2018 年至 2020年，自治

区市场监管局发布实施《内蒙古自治

区推进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三年来，内蒙古标准化工

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为自治区标准化

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自

治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效保障。标准化法律法规体

系进一步完善，修订《内蒙古自治区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地方标准制定周期

由 24个月缩短至 18个月。为更好适

应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

施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编制了

《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条例》，为新时

代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加有力

的制度保障;在农牧业、现代工业、服

务业与社会事业领域全面布局高质量

标准体系，建成 53项高标准体系，实

现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

域高质量标准全覆盖;稀土、乳业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落地内蒙古。我区

企事业单位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 10

项，国家标准 216 项、累计 1033 项，

行业标准新增 165 项，累计 1246 项，

地方标准新增 1125 项，累计 2442

项。对 970项现行有效地方标准(含计

划项目)进行自查清理，依法废止 215

项可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

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工业产品、有机、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等标准，先后发布

2批 95项内蒙古领航标准，地方标准

总数居全国第 11位。全区 1015 家企

业参与对标国际标准活动，1363 种产

品已完成与国际标准比对并进行公

示;新增新型城镇化、循环经济、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类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92 个，累计 444 个，实现人均

增收约 1.68 万元，带动解决 31000多

名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药、化肥

使用量年均减少 28%，土壤改良效果

明显，减轻草场压力、提高饲草的转化

率、减少风灾、沙尘、水土流失等灾害

损失; 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标准的备

案管理，全区有 3608 家企业自我公

开声明了 14214 项标准，涵盖 25576

种产品，公开企业标准数量年增长

31.6%，标准合格率提高 20 个百分

点，标准规范性进一步提高。

同时，我区承担全国标委会 5个，

在稀土、云计算、蒙药材等领域设立了

62个自治区标委会，吸纳重点优势领

域的专家进入标准化专家库，2018 年

至 2020 年新增专家 261 人，累计

1099人，副高级以上专家共占专家库

总人数 89.22%。

下一步，内蒙古将加强标准化顶

层战略设计，制定面向 2025 年、2035

年自治区中长期标准化战略文件，

努力形成标准化工作新格局;重点

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经

过 3-5 年的努力，基本建成推动内

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

系。

第五届中国创业创新博览会闪耀“草原云谷”
传统、传承、创新，实力圈粉！

本报讯（记者 张鑫）10 月 12

日，“内蒙古社会扶贫基金会慰问

环卫保洁员公益慈善捐赠仪式”在

呼和浩特市大召广场举行，500 多

名环卫工人代表参加。

广大环卫工人以改善人居环

境、促进城乡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为己任，不畏寒暑，尽心竭力，继承

和发扬了“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

净”的精神，在最脏、最苦、最累的

环卫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为全区人民营造了清洁、优美、舒

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协会理事

长邹存芳、玉泉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娜仁分别致辞，向奋战在环卫

战线上的环卫职工们致以亲切的

慰问，向关心支持环卫工人的家属

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活动现场为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

环卫工人送上慰问品。

“现在社会各界对环卫工人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为我们提供免费

的早餐、休息场所等，每逢节假日

都给我们发放福利，我们真的非常

感谢，我做环卫工作 20 多年了，每

天清洁着城市的大街小巷，能为城

市的整洁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我

觉得很自豪，也很光荣”环卫工人

郭丽花阿姨笑着说。

内蒙古社会扶贫基金会理事

长邹存芳表示，环卫工人每天起早

贪黑、不分节假日的用辛勤汗水换

来了城市的清洁靓丽，而且大部分

都是老年人，面对这一弱势群体，

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爱，希望

通过微薄之力表达对环卫工人的

关爱与帮助，未来会将这份爱心持

续坚持做下去。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赤峰市喀喇沁旗立足实际，统

筹布局，精细推动，以脚踏实

地组织党史学习为引领，以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为载体，以生动讲述喀

喇沁党史学习教育故事为依

托，通过“学好党史、做好实

事、讲好故事”模式，全力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细走深走实。

学好党史，感悟思想伟

力。喀喇沁旗坚持把学好党

史，特别是把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任务，多措并举抓学

习，学思结合促学习，着力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入心、入脑。

该旗坚持县处级领导干部带

头学习研讨，截至目前，已累

计开展巡听旁听理论中心组

学习 25次。印制《喀喇沁旗党

史学习教育应知应会手册》

400 余册，开设喀喇沁旗“四

史”学习教育微信“微报”，定

时定期推送“四史”知识，现已

推送 28期。

做好实事，践行为民初

心。为全力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落地生根，该

旗积极构建领导示范带动、全

民参与互动、志愿服务联动的

为民服务格局，努力把实事办

好、把好事办实，在为民服务

中践行初心和本色。该旗坚持

建立健全旗级领导干部包联

督导机制，深入开展“四个三”

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全旗 30

名处级领导、54 名党委(党组)

书记深入党建联系点、包联社

区、基层单位开展实地调研

326 次，收集问题 149 条，认

领民生实事 113 件。通过领导

干部示范带动，全旗 389 名科

级领导干部累计开展实地调

研 1038次，收集问题 666 条。

各级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

7821 名党员承诺群众就业、

医疗、社保等实际问题 1222

件，现已解决 693 件，12156

名村、社区党员面对面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 1043 个。在组织

1.7 万余名党员干部参与“我

是共产党员，我做到”系列主

题党日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的浓郁氛围。截

至目前，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370 余场次，参与志愿者

1.4 万余人次。

讲好故事，营造浓郁氛

围。为营造浓郁的党史学习教

育氛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氛

围熏陶，该旗积极调动媒体资

源，强化内外联动，全力讲好

喀喇沁党史学习故事，传播正

能量，弘扬主旋律。

该旗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为契机，积极联

络各级各类媒体，加大对外宣

传力度，讲好喀喇沁故事。除

在马鞍山林场、雷营子村组织

开展建党百年对外宣传专题

采访活动外，还邀请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对王爷府镇三家村

“王府土窑烤肉”进行采访报

道。同时组织旗内各部门拍摄

制作《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

歌曲快闪，在新华社客户端累

计浏览量达 400万人次。

在强化新闻宣传的同时，

该旗着力强化社会宣传，全旗

开展千人以上“永远跟党走”

“唱支山歌给党听”“百姓大舞

台”惠民演出等群众性文化展

演活动 80 余场次，1 万余人

参与其中，线上线下受众超过

70 万人次，线上浏览突破 45

万人次；制作宣传牌匾近 220

面，道旗近 2200 面，电子显示

屏等宣传标语近 1800 条。累

计开展集中宣讲 500 余场次、

开展分众化宣讲超过 100 场

次，组织群众恳谈会、分享会

30 余场次，累计受众人数超

过 6万人次。

据内蒙古新闻网

近日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委

组织部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积极争

当“先锋队”“排头兵”，党员干部坚

持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融入，同

心协力投身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中。

在学习中融入，加强
政治引领
赛罕区委组织部坚持落实部

务会学习和支部学习制度，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注重把文明城市创建

知识纳入学习范围，要求党员干部

积极关注“赛罕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公众号，切实增强党员干部

投身创建文明城市的政治自觉。

在工作中融入，发挥
职能优势
对标《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要求，积极抓好相关工作落实。

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全区党员干

部到居住和包联社区双报到，明确

在社区、小区创城工作中的职责任

务，加入小区临时党支部，挂牌上

岗，协助社区开展创城工作；二是

加强督查考核，成立暗访督查组，

对包联街道进行暗访督查，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现场处理和督导反馈。

三是做好包联点位社区的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入户宣传解读、志愿服务等活

动。四是发挥部门职能优势，开展

全区党员干部、人才领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党规党纪和依法行政教育，

持续提升了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

及专业化能力。

在生活中融入，彰显
组工风采

注重把文明城市创建要求融

入到组工干部日常生活中，加强社

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

品德建设，开展“最美家庭”、“优秀

青年志愿者”评选活动和职业道德

教育，将道德品行培育作为干部综

合素养重要内容，全面了解干部 8

小时以外生活动态，推动全体组工

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

“文明在于一言一行，创建源于一

点一滴”的意识，做到“说文明话、

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创文明城”。

孙丽

插入身份证、填写信息、人脸

识别……不一会儿，自助终端就吐

出了营业执照。看着心心念念的执

照，市民李洋在包头市东河区政务

服务大厅由衷地感慨：“原来想象

着办理手续繁琐复杂，肯定要多个

部门来回跑，大费周折，没想到这

么快就办成了，真是太方便了。”?

李洋对方便快捷的办事流程和窗

口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赞不绝口：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是把好事办

到实处了！”

这些快捷的办事流程得益于

《东河区重点民生项目进展清单》

的制定和实施。“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中，我们通过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深度聚焦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出

老旧温室改造、‘厕所革命’配套建

设工程、城市品质提升等 23 项区

级民生项目清单，明确责任单位、

项目名称、工作进度、责任领导、完

成时限等事项，把民生项目作为办

好民生实事的‘硬指标’。”区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实事办得好不好，还得老百姓

说了算。走进沙尔沁镇东富村，天

蓝水清、阡陌如绣、鸡犬相闻，乡村

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东河区大力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

命”配套建设工程的结果。“过去旱

厕气味难闻，夏天，苍蝇、蚊子很

多，冬天结冰，如厕困难，改造后，

旱厕变成了水冲式公共卫生间，环

境好了，心情也舒坦了。”东富村村

民王文亮高兴地说道。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东河区从群众不满意的事入

手，聚焦“小事”“微事”，推出一批

惠民举措，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帮

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在沙尔沁镇沙二村，种植户张

全凭借特色甜瓜增收致富。“我家

原来的温室由于土坯坍塌，封闭性

差，导致种植的甜瓜产量低，而且

甜度还上不去。在东河区民生项目

的支持下，我家实施了老旧温室改

造，不仅重新夯实了地基，而且全

部换上金属架构，现在种出的新品

种博洋 9号甜瓜又大又甜，还没成

熟的时候基本就能预售一半，甜瓜

变成了致富的‘金疙瘩’。”

在民生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为

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诉求，变“静

态”为“动态”服务，东河区还在积

极建立与群众双向沟通的渠道和

机制上下功夫。

“我家附近的路上污水往外冒

呢，快派人来看看……”在东河区，

居民如果遇到困难，无论大事小

事，都会第一时间拨打便民服务热

线或把需求发在社区便民服务群

里，工作人员会根据问题涉及的部

门、单位进行分类指派，最快速度

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您好，我们已收到您反映的

问题，在一个工作日内就给您答

复，您可以随时进行电话或留言评

价。”接到“派单”后，区住建局工作

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发现

西河路西二街小区附近有一处井

盖发生破损，导致污水外溢，随即

联系施工单位安装新井盖，同时加

固井圈、修补路面，1519 户居民因

此受益。“这下好了，出行更安全

了，感谢你们！”看着崭新的井盖和

平整的路面，居民梁旭露在微信群

里给出了五星好评。

访民意、列清单、办实事。东河

区把为民办实事具体化、项目化、

责任化，建立台账，挂图作战，将群

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为“幸福账

单”。

据《内蒙古日报》

镜鉴文明

爱心情系环卫工 慈善慰问暖人心

三年行动工作成效显著

内蒙古地方标准总数居全国 11 位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委组织部
“三个融入”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东河区：
把问题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喀喇沁旗：“三好”模式
唱响党史学习教育“三部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0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举办

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巾

帼手工就业基地揭牌仪式在呼

和浩特举行。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胡达古拉介绍，近年来，

自治区妇联发挥妇女在编、织、

缝、绣等手工技艺特长，启动了

“北疆布丝瑰就业行动”，把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创

意设计实现文化传承，并带动各

族妇女手工艺人创新发展增收，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巾帼手工艺人代表孙亚杰

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巾帼手工就业基地的成立，对我

区妇女手工艺人就业是莫大

的支持和鼓舞。2019 年，我在

自治区妇联的帮助下，成为

‘北疆布丝瑰就业行动’的受益

者，每月可以拿到 7000 元左右

的工资，实现了人生价值。今后，

我一定要发挥自己的设计长项，

帮助更多妇女走上工作岗位。”

活动中，自治区妇联相关领

导，自治区妇联相关业务部门负

责人及巾帼手工从业人员代表

等 50 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并

参观了就业基地。

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巾帼手工就业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