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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民服务没有尽头
——乌市爱国街洮儿河社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侧记

□梁子晶

扶危济困帮助低保困难家庭，

公共服务让小区干净卫生……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乌兰浩特市爱国街洮儿河

社区主动开门纳谏，广泛征集社区

居民的闹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同

时，加大力度解决，大大提升了广大

居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洮儿河社区地处乌市偏东北

部，社区居民构成复杂，存在着“五

多”现象，即低保户多、残疾人多、

无业群众多、老龄人口多、流动人员

多。3154 户居民中，低保户、残疾

人及老弱群体达 900 户，占到将近

1/3。为此，洮儿河社区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紧围

绕为民服务解难题，着力改善居民

群众的生活环境。

洮儿河社区 3 委低保户刘桂琴

离婚后带着女儿一起生活，她患有

乳腺癌，没有劳动能力，女儿今年上

初中二年级，母女俩相依为命，仅靠

低保金维持生活。进入冬季后，由

于没有钱储备取暖用煤，母女俩租

住的小屋里透着一股寒气。得知刘

桂琴的这种生活状态后，洮儿河社

区党总支书记崔丽华联系到人大代

表马宣武，为刘桂琴家送去一吨煤

炭，然后又联系了烛拉爱心协会对

刘桂琴女儿进行爱心资助，每学期

资助她 1000 元钱，一直持续到大学

毕业。

“我们娘俩儿真的太感谢社区

的帮助了，觉得说什么感谢的话都

显得苍白，我一定会让女儿好好学

习，将来长大了报答他们！”刘桂琴

感激地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洮儿河社区在扶危济

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召开专题研

讨会，对照党章找差距、找不足。“一

员两长”是洮儿河社区率先开展起

来的，通过一名党员、一名网格长、

若干名楼栋长（胡同长）的组织架

构，将社区的大事小情全部掌握，通

过召开月总结会，通报哪些事情解

决了，哪些事情有待进一步解决，然

后再征集大家最近收集上来的问

题。“通过这种形式，社区发生的很

多事儿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居民

的生产生活得到了保障。”崔丽华

如是说。

最近，有居民反映，圣地亚哥小

区 22 号楼楼道内臭气熏天，影响了

居民的生活。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

就找来专业工人到这栋楼进行排查

检修，经过排查，原来是这栋楼的下

水管道回填不好，地面下沉，导致排

水不好，才有了“臭气熏天”的后果。

经过与街道主管领导的商讨，洮儿

河社区对 22 号楼渗漏的管道进行

了更换，对脏水井进行了彻底清掏，

楼道再也没有难闻的味道了。“有

问题及时解决，这样我们老百姓的

生活才会越来越好，我对我们社区

的行动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满

意。”22 号楼居民郭洪英高兴地说。

由于诸多原因，洮儿河社区的

平房区没有固定的垃圾点，居民的

垃圾随意堆放，夏天的时候气味难

闻，到了冬天，垃圾就冻成冰坨难以

清理。针对这种情况，洮儿河社区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平房区的每

个胡同口设置一个固定的垃圾点，

放置大垃圾箱，胡同内则每隔 100

米放置一个小垃圾箱。有了垃圾箱

之后，居民们的垃圾有了倾倒的地

方，大家反响特别好。“这回有了固

定的垃圾箱，大家的垃圾有地方倒

了，人行道也干净了，社区又给我们

做了一件好事儿。”居民李华对此

深有感触。

“今后，我们会一直不忘初心，

始终牢记使命，把为民服务解难题

作为我们工作的常态，让大家有一

个幸福、和谐的家园。”崔丽华表示。
盟税务系统：
“三转化”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本报讯（张禹）近日，全盟税务系统

以召开党委会议、专题讲座等形式，进

一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紧密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切实保证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税务机关落地

生根。

把学习成果转化成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的强大动力。兴安盟税务系统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遵照

全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通过

深入学习、调研，科学谋划今后一个时

期税收工作思路和工作举措。采取有

力措施组织好税收收入，把践行初心使

命转化成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

动，为实现全年税收收入目标继续努

力。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推动具体

工作的强大动力。保证减税降费各项

政策落地落实，通过线下线上、专题宣

讲、座谈交流、纳税人学堂等形式，提升

纳税人、缴费人的政策知晓率。帮助企

业算好“减负账单”，减轻企业税收负

担，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确保市场主

体全面享受到政策红利。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改善税收营商环境，大力推

广“i 税平台”“套餐式服务”“绿色通

道”等便民服务新举措，深入推进“银

税互动”，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

优化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稳步推进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工作，

让便民春风吹拂到每一位纳税人，为全

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营

商环境。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整改落实的强

大动力。锤炼税务铁军，不断提升税收

治理能力，在提升干部队伍业务素质、

执行能力、工作作风上补短板强弱项，

自觉遵守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

护制度，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在高质

量推进税收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

化中展现新税务新作为。

（上接第一版）
通知指出，要认真检视问题。紧

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组

织党员盘点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提

高，查找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差距不

足。党员重点检视通读《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选编》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情况；检视对照

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和义务权利，对

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

照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等，查找了哪

些具体问题、改了多少、改得怎样，还

有哪些没有改到位；检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情况，立足岗位、履职尽

责做得怎么样，为身边群众做了什么

实事好事，还有哪些差距。基层党组

织要重点检视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严

格党员教育管理、联系服务群众、改

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都要从检视出来的

具体问题中，剖析主观上、思想上的

根源。

通知强调，要严格把握程序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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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要采取多种方式

开展谈心谈话，相互提醒、交流提高。

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按照个人自

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程序，组织

党员进行评议，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党员要对党支部的工作

进行评议。支委会要综合党员参加

主题教育的情况和民主测评结果，对

每名党员提出评定意见。会后，党支

部和党员要根据专题组织生活会查

摆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纳入明

年工作计划，抓实整改、抓出成效。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组织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作为衡量

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

领导和指导。县级党委要把责任扛

在肩上，加强统筹安排，强化分类指

导，对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提出具体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参加所

在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并至少

参加和指导 1 个下级党支部的专题

组织生活会。基层党委要派人列席

所属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并进

行点评。各级指导组、巡回指导组和

巡回督导组要严督实导，及时发现问

题，纠正偏差。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防止不触及思想、不解决问题，防止

简单以测评票数评价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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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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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乌
兰浩特市融兴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20166732955X0，
法定代表人：肖冰，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遗失声明
     不 慎 将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编 号：1910-
00769410， 核 准 号：
J1980001395901，单 位
名称：兴安盟绿友种苗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白忠和，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
浩特市兴安支行，账号：
155101040017872，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开户许可证
丢失，单位名称：突泉
县突泉镇老徐电瓶店，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徐贵彬，开户许可
证号：J1985000325201，
对公账号：05171101040
08418，开户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突 泉 支 行，特 此 声
明。

遗失声明
     不 慎 将 土 地 证 丢
失，证号：352-08-5，权
利人名称：尚风文，住
址：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胜利嘎查，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开户许可证
丢失，核准号：L198000
0190101，编 号：1910-
00113910，单位名称：陕
西兴通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账户名称：陕西
兴通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S203 线 AW—驻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阎明阳，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兰浩特分行，账号：
152455919000，特 此 声
明。 

更  正
     我公司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兴安日报》
第 3 版 上 刊 登 的 拍 卖
公告中地上一层面积

“3324.09 平方米”更正
为“324.09 平方米”，特
此更正。
       兴安盟新岸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

            选择真人发质补发，通
过造型制膜，调色织发，对脱发
部分完整修补，缺多少，补多少，
形象逼真，透气性好，不闷热。

织发前    织发后

名人坊美发旗舰店
     采用领先技术，为脱发者
塑造全新形象。
●植发（让毛发再生）
●织发

地址：兴安一小路北
咨询电话：15034817777

0482-8227018

0482-2846130

13948200118

盟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白长峰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指导工

作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充分肯

定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区各项事

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刻剖析了新

时代我区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

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特别

指出了我区要始终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

我盟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向松

嫩平原过渡地带，从生态功能定

位上来讲，是东北地区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服务区，也是大兴安岭

林海和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生态建设

全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机构改

革后，林草部门肩负着生态建设

与保护的重任，我们一定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系列指示精神，在盟委、行署的正

确领导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责任担当，切实肩负起林草生态

建设与保护的重任，全面推进国

土绿化增速、森林质量提升、产业

富民增效，使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显著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

提升，推动我盟林草生态建设步

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为构筑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提供支撑和保障。

盟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占明

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加深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理解。作为自然资源部门，

要认真履行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

复职责，在“三个领悟”上下功夫，

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稳定屏

障做出应有贡献。一是加深对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领悟。把中

央提出的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

措施、部署、目标、任务转化为自然

资源管理的政策、规划、工作措施

和具体行动，真正使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在我盟进行生动实践。二

是加深党中央对内蒙古战略定位

的领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为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绿色

发展引领区做出更大贡献。三是

加深对自身职责的领悟。结合自

身职责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努力把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以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

资源的要求，转化落实为自然资源

管理的有效工作机制、工作措施，

推动工作方式从重审批向重监管

转变、从重增量向重存量转变、从

重开发向重保护转变、从粗放发展

向节约集约发展转变，为我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
对兴安职业技术学院书记讲党课进行指导

本 报 讯（记 者 王 敏）11 月 20

日，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

文山在学院格局商学院报告厅以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践行

新思想展现新作为》为题作主题党

课。自治区党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组

长韩世华一行到会指导。学院中

层干部、师生党员代表 150 余人共

同聆听了党课。

在党课中，刘文山从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入，精心梳

理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

党的建设，对职业教育、教师、意

识形态工作、大学生就业创业等

方面的指示精神的精髓，深刻阐

述了新时代新高职肩负的新使命

新任务，并紧密结合学院自身，对

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论述，从立足党建统领、深化校

企合作、树立融合理念、助力“五

区”建设、活化制度机制等方面指

明了学院近一个时期的工作主旨

方向和奋斗目标。党课论证内容

丰富，材料新颖充实，思路清晰明

确，使在场的党员干部深受启发，

振奋精神，鼓舞斗志。

巡回指导组指出，本次党委书

记讲党课，是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班子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内蒙古时关于开展主题教

育“三个必须”“四个到位”重要

指示精神的一次行动，是充分响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

关要求的一项举措，是充分体现领

导干部带头，以“关键少数”带动

“绝大多数”的一个例证，是实现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的

学习教育目标的一次行动。聆听

党课也是一次共同学习的机会，加

深了指导组成员对加强高校党建

工作的认识和了解。

此前，韩世华向学院相关党员

干部认真了解了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和工作特色亮点，对学院主题教

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

步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