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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基层党组织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第二批主题教育

单位基层党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要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检视问题，坚持实事

求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锐利武器，

保证高质量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

通知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时

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等最新重要讲话，学习

党章和党内有关重要法规。通过深化

学习，引导党员充分认识，这次专题组

织生活会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

生动实践，是守初心、担使命的一次政

治体检，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刀

刃向内的勇气解决自身问题的实际步

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第二批主

题教育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打牢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的思

想基础。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寄语希望工程强调

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 
让广大青少年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

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今年是

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寄语希望工程。他指出，在党的领导下，

希望工程实施 30 年来，聚焦助学育人目

标，植根尊师重教传统，创新社会动员机

制，架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帮助

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青少年圆了上学

梦、成长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

的栋梁之材。希望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

促进教育发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

会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系。进入新时代，

共青团要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

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

望。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注和支持希望

工程，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

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努力

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于 1989 年发起实施的，

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救助贫

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为使命的社

会公益事业。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国

希望工程已累计接受捐款 152.29 亿元，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99.42 万名，

援建希望小学 20195 所。

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茂山

村党支部书记李长忠：以解决

群众揪心事、操心事、烦心事为

重点，常入户、勤走访，为村民

解决实际困难。2019 年 10 月，

在走访中，李长忠了解到村民

辛玉武家存在困难，辛玉武与

妻子都是聋哑人，还有患脑血

栓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夫妻

俩微薄的收入不能支撑家庭开

支，生 活 较 为 困 难。 了 解 情 况

后，李长忠积极与相关部门协

调，通过危房改造工程解决了

辛玉武一家的住房问题，并与

镇民政部门协调，为辛玉武母

亲申请临时救助金，帮助老人

住院接受治疗。    （扎赉特旗

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科右前旗俄体镇齐心村驻

村第一书记特木勒图：协调帮扶

单位科右前旗工业园区，为帮扶

村捐赠了一辆铲车，解决了齐心

村清理村屯生活垃圾和下雪天

清理积雪的难题，帮助齐心村完

善了村内基础设施。（科右前旗

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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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萨其茹拉

从医 24 年来，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乌兰哈达卫生院院

长时玉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立足本职，在最基层的医疗

卫生工作岗位上服务。他时刻铭记医疗初心，以老百姓的健

康为己任，真正成为村民健康的“守护者”。     

时玉国刚参加工作时，办公室只有 30 平方米，7 名医护

人员每天围坐在炉子旁，医疗设备短缺，医疗条件很差，每天

骑自行车上班，几十块钱的工资，当时很多人坚持不住半途

放弃，另谋出路。当时，时玉国坚信，国家政策每年都有新变

化，医疗条件总会有改善，而且这里的百姓也需要他。他每

天和同事入户随访，以讲座的方式开展工作，时间久了和这

里村民有了割舍不开的感情。 

周末，时玉国和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被十几位患者团

团围住，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有点心慌，血压也不稳定，时院长最了解我的病情，

每次不舒服都来找他。”患者葛忠福说，周围的乡亲看病都认

准了时院长。十年来，贫困患者葛忠福是时玉国的“常客”，

时玉国提起这个人，就叹了口气。葛忠福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是被时玉国查出来的，可是葛忠福不相信时玉国，他拒绝治

疗。很快，葛忠福的病情加重了，又患上间歇性脑梗，慢慢失

去了劳动能力。为了能让葛忠福缓解病情，每隔几天时玉国

就到他家中问诊。

一来二去，葛忠福渐渐地对时玉国有了信任，开始主动来

到时玉国办公室寻医问药。“这些年过去了，葛忠福病情没再

发展，现在酒不喝了，烟也不抽了，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血压

控制得非常稳定。”时玉国高兴地介绍。 

葛忠福是诸多贫困家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针对农村

患者存在“小病拖，大病扛”，最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

常见，时玉国带领医院工作人员实施了健康扶贫工程“三个

一批”行动计划，重病兜底保障一批、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

病签约管理一批，每月定期开展两次健康讲座，让贫困家庭

也能真正拥有签约家庭医生。

时玉国还结合签约服务，定期开展入户随访活动，提供精

准医疗帮扶，帮助患者把病情控制在理想范围，避免出现大

病导致返贫、致贫。目前，慢病签约服务 577 人，慢性阻塞性

肺气肿 29 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玉国除了门诊工作，其余时间主

要用于走村入户，为乡镇慢性病患者提供药物帮助和健康咨

询。“比患者主动，对患者用心，才算是尽到责任。”说完，时

玉国又背着医药箱急匆匆走出卫生院大门。 

兴安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公告
为扎实开展全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即日起至

12 月 15 日，盟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通过“开门纳谏”方式，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了解民

情、掌握实情，推动解决一批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专线电话：0482-8206939。

受理时间：工作日（周一到周五）

上 午 08：30-11：30，下 午 14：30-

17：30

二、电子邮箱：

xamkmnj@163.com

三、微信留言板：在“兴安党

旗红”微信公众号留言

四、意见箱：投递地址为盟农

牧局办公大楼一楼

五、受理群众来信：邮寄地址

为盟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盟农牧

局办公大楼 804 办公室），邮编：

137400

兴安盟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3 日

近日，在科右中旗百利舸肉牛产

业园区内，哞哞的牛叫声连绵不绝，

饲养员正忙碌于各棚舍之间，忙着添

食、防疫检查、清洁卫生。今年以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盟委、行署“两袋

米、两头牛，红红火火搞旅游”发展战

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全面做好“牛

文章”，科右中旗将百利舸肉牛产业

园区作为肉牛产业发展集聚平台，计

划引进 100 家嘎查集体经济组织、10

家龙头养殖企业入驻园区，从而带动

全旗肉牛产业发展，有力促进农牧民

群众持续增收致富。目前，园区已入

驻山东鸿安广富畜产品有限公司、山

东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内蒙古

侩牛犊牛物联网服务有限公司等 3

家肉牛龙头企业和 20 个嘎查集体经

济组织。             记者  王永生  摄

做好“牛文章”

本报讯（梁子晶 杨家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今年冬天，乌市冬季旅游工作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借

助乌市是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圣

火采集地及火炬传递始发地这一契机，

做大、做强、做热乌市冰雪旅游市场。

乌市冬季旅游以“红城冬韵·银色

之 恋”为 主 题，从 2019 年 12 月 20 日

持续到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洮儿河

生态休闲公园将以“十四冬”为主题，

充分利用洮儿河冰面及两岸，营造浓

厚的喜迎“十四冬”的氛围；在义勒力

特雪镇花乡，将开展主题为“壮丽七十

年·喜迎十四冬”的冰雪活动，主要开

展冰雪文化、田园文化、民俗文化、美食

文化等体验，以“共欢庆、忆童年、品民

俗、玩冰雪、乐健康”为内容；乌兰哈达

滑雪场则以“激情雪域·运动梦想”为

主题，建设完善 700 米滑雪道、800 米

雪地摩托车赛道、200 米雪地魔毯道、

新增 200 平方米“帐篷妙妙屋”儿童娱

乐城堡项目，为广大游客提供多姿多彩

的冰雪项目；高根营子水上乐园的“玉

湖毡房，冬钓快乐”以冰上冬钓为主，

配合冰上娱乐活动，丰富冬季旅游情

趣。

此外，乌市还将通过冰雪挑战赛、

冰雪年俗旅游节、冬泳邀请赛、冰上垂

钓大赛等多项节庆、赛事活动，全面丰

富冰雪旅游产品，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冬

季旅游中来。

乌市还打造了“圣火传递·红色洗

礼”“蒙元盛世·乡音乡情”“激情雪

域·运动梦想”三条旅游精品线路，积

极融入“乌阿海满”旅游圈 , 加强四地

协同联动 , 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体，让

红城冬季旅游再次火起来。

“红城冬韵·银色之恋”开启乌市冬季旅游大幕

盟行署召开第 8 次党组会议
本报讯（记者 梁建）11 月 21 日，盟

行署召开 2019 年第 8 次党组会议。盟

委委员、行署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盟长

隋维钧主持会议。

会议研究通过了《兴安盟工业园区

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实施意见》和

《园区共建实施方案》。会议指出，促进

工业园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实施

工业园区振兴发展战略，是深入贯彻落

实盟委提出“一体两翼、多点支撑”的

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和现实抓手。当

前工业园区正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我

们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研

究扶持政策和具体措施办法助推园区

提档升级，努力将工业园区打造成我盟

强大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会议强

调，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强化招商引

资在园区建设中的突破作用；要继续加

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服务功

能，提升承载能力。

会议原则通过《奶业振兴扶持政

策》。会议指出，推进我盟奶业振兴发展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业振兴

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我盟农牧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切实发挥好政策扶持引

导作用，全力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确保奶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

会议还研究了 120 万吨玉米精深

加工项目招商引资政策和不再收取盟

级耕地开垦费等事宜。

盟行署党组成员孟文涛、孙德敏、

刘树成、张冰宇、杨冀鹏出席会议，盟政

协副主席、财政局长刘春元列席会议，

盟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