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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先进奋发向上  见贤思齐争当先锋
——共产党员“走在前、做在先、作表率”的良好风气在科右中旗蔚然成风

打铁还须自身硬，张允哲在党章党史中开拓思
维，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学习方法，在先进
典型中校正引领，在前辈和同事身上吸取经验，逐
步成长为一名精通各项党务工作的党务工作者。

为提升党员干部学习便利性，推进理论学习
同业务学习深度融合，张允哲充分利用办公走
廊、会议室等空间场所，让党史知识、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等内容上墙，让“空白墙”变成

“党建墙”，让党员干部每经过一趟就接受一次党性
洗礼。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张允哲创新学习内容和载
体，打造以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和党员学习为依托
的“党员学习样板间”，组织开展青年干部税收调研
理论文章评选活动、学习成果展示交流会等系列学
习活动，给党员干部补钙强筋，提高税务干部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的能力。

在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有一片五角枫生
态林迎风摇曳，绿浪滚滚。这是张允哲组织机关党
员干部在帮扶点种植的 1500 棵五角枫树，让原本

荒置的 30 亩地得以有效利用。作为一名专职党务
工作者，张允哲时刻把群众需求挂在心间，为哈日
道卜中心校捐送图书、为贫困户捐赠衣物、为村容
村貌整治配置垃圾箱、开展“三问”活动……2020
年以来，张允哲组织为群众办实事 31 件。一桩桩、
一件件民生实事，都浸透着她的真心和真情。

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群众工
作生活中的需求和难处，这是张允哲始终坚守的初
心。对待基层党务工作，她总是精益求精，始终坚
守在第一线，高标准严要求，扎扎实实地开展好各
项党务工作，先后获得兴安盟税务系统优秀共产党
员、兴安盟税务系统创新项目二等奖、兴安盟优秀
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张允哲说，荣誉不是奖励
而是鞭策，她将持续以学理论为先导，把党建工作
贯穿到税务业务工作中，聚焦群众所想所盼，着力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努力实现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目标要求，将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惠企实效，以“党建 + 税务”助力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周新育 包慧慧 塔娜 白俊华

启航新征程，更多先锋模范干事创业谋发展、奋勇争
先，在新时代追赶百年中国梦。翻开科右中旗各行各业

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他们工作在服务人民群众的第一
线，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
先争优，走在前、做在先、作表率，让“崇尚先进、见贤思
齐”的良好风气在科右中旗蔚然成风。

从事党务工作的 19 年里，她恪尽职守、甘于奉献，为全
旗党务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是全旗党务工作者的“楷模”。
2002 年 4 月至 2006 年 8 月，王乌兰借调到中旗干部下基
层办公室。4 年多时间里，在各大报刊上刊登 200 余篇报
道，编辑 16 万字的《干部下基层工作实录》学习指导手册。
2008 年，王乌兰被任命为中旗委副科级组织员，几年里，她
深入基层讲党课 20 余场次，举办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36 场
次，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与拟接受的预备党员谈话达 337 人，
带队“走出去”培训 10 次，组织观摩及现场会 3 次。

2019 年 5 月，王乌兰被任命为中旗委组织部副部长、
中旗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后接任中旗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
组织党工委书记。她深入各基层党组织进行调研指导，认
真实施“书记项目”，在社区创建“一社一品”党建品牌，实
施“周议事会制度”，并按照“五个 100%”要求，在全旗 19
个非公有制企业和 24 个社会组织组建了党组织，制定“季
度例会制度”，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自全旗在职党员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以来，王乌
兰经常深入赛罕社区。一次调研中，了解到 72 岁的困难群
众陈毛敖海，因房屋年久失修，棚顶损毁漏水，不仅生活不
便，还存在安全隐患。王乌兰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陈毛敖海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雨天不再担
惊受怕，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王乌兰充分发挥老组工干部的“传帮带”作用，强化对
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每次党课讲稿、培训内容都自己撰
写，每次志愿者活动都亲自带队。工作中的她是年轻干部
的引路人，而生活中的她，是他们的“知心大姐”，谁有心里
话都会主动和她倾诉，她会耐心倾听并疏导安慰，谁家有
什么困难，她总是排忧解难。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王乌兰把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为理想信念奋勇直
前、脚踏实地，展现了一名党务工作者的“硬核”担当，书写
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篇章。

2017 年 4 月，在巴仁哲里木镇工作的张晓冉被组织派
到德日苏布拉格嘎查任驻村第一书记。为了让村民早日脱
贫致富，张晓冉驻村入户，以村为家，调查摸底访民情、走村
入户讲政策，始终奋战在脱贫一线。她带着村民的重托和
期盼，积极落实菜单式产业扶持政策，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展养牛、养羊产业；她努力解决群众的困难，通过危房改
造、文体广场修建、院墙整修等措施，让嘎查人居环境焕然
一新；她努力当好理论政策的“宣传员”，让“一学一带两转
三改”政策入脑入心，全面提升农牧民素质……在她的带
动下，嘎查干部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了，村民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了，2018 年全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 37 户、107 人都顺
利脱了贫。张晓冉在脱贫攻坚一线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深
深赢得了领导、同志以及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2019 年 5 月，张晓冉来到科右中旗高力板镇任党委组
织委员。张晓冉深知基层组织是党的细胞，她就努力发挥
好率带作用，密切联系干部群众，抓好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双书记”周例会等日常事务，同时抓实党员队伍建设，从
严管理驻村干部，推进乡土人才孵化中心规范化建设，扎实
开展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工作，把全镇党建工作做深做透
做实，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在嘎查“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期间，张晓冉怀有身孕，
即使身体不适，她仍坚持做好本职工作。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她就利用午休时间认真研读换届政策，加班加点圆满完
成换届筹备、选举工作，同事们总是开玩笑地说：“人家宝宝
的胎教都是轻音乐，你家宝宝的胎教都是换届内容，要不宝
宝小名就叫‘一肩挑’吧！”

脚下沾着泥土，心里装着群众。扎根基层，张晓冉从不
叫苦，从不喊累，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使命，用为民服务的真心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今年，张晓
冉任新佳木苏木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让她觉得自己肩上
的责任更重了。张晓冉再一次卷起了袖子，投身乡村振兴
的主战场。

2017 年 9 月 8 日，王乌日罕受组织委派任科右
中旗杜尔基镇党委组织委员。为了尽快进入工作
角色，她认真学习党建理论和党务工作业务知识，
并结合杜尔基镇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党建工作
责任制，通过实行“三会一课”制度、月评分季度通
报制度，规范了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增强了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力。

为了能够创新思路抓实党建工作，王乌日罕时
常向经验丰富的老组工取经学习，把“老经验”和

“新思维”相结合。通过“讲授 + 互动”教学培训模
式，录制蒙汉文双语版政策理论视频，创造性地打
造线上政策理论随身听，得到了基层一致好评。

相比党建工作，乡镇换届工作涉及全面统筹、
上下协调，每一环节都需要周密细致的推敲，每一
项工作都是不容易啃的硬骨头。工作到紧要关头，
王乌日罕和同事为商榷工作的细节而加班加点到
深夜是家常便饭。

在一次调研中，王乌日罕发现有不少在外务工

的农牧民党员因长期没有固定的党组织，而不愿在
外亮明党员身份。王乌日罕和同事们走村入户，通
过老乡找老乡、党员找党员，一对一地做思想工作，
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成立了流动党支部，让漂泊
在异乡的党员有了浓浓的归属感、依靠感。几年时
间里，流动党支部成为杜尔基镇近 70 名在外务工、
上学的流动党员“温馨”的家。

2021 年，王乌日罕离开了曾经为之奋斗、拼
搏的地方，到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任副镇长。上
任伊始，王乌日罕便一门心思把党建工作作为带
动全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引擎来
抓。

据王乌日罕介绍，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巴彦
呼舒镇通过选准致富产业，增强“造血”功能，实现
了各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 10 万元以上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在党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继
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奋力赶考，为实现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王乌日罕说。

王乌兰：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

张晓冉：“责任田”里贡献青春力量

王乌日罕：扎根基层沃土   坚守为民初心

张允哲：“党建红”引领“税务蓝”

王乌兰，199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科右中旗委组织部副部长、中旗非公有制经济和社
会组织党工委书记、中旗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王乌日罕，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89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13 年自
治区选调生，曾任科右中旗杜尔基镇党委组织委员，现任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
副镇长。

张晓冉，女，蒙古族，1992 年 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2013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4 年
10 月参加工作，2019 年 5 月任科右中旗高力板镇党委组织委员，现任科右中旗新佳木苏木党
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张允哲，女，汉族，1989 年 1 月 26 日出生，2012 年 6 月 12 日加入中国共
产党，2013 年 8 月参加工作，现任国家税务总局科右中旗税务局机关党委（党
建工作股）副书记。

张允哲向优秀老党员学习
张允哲打造理论学习“党建墙“带动

党员干部学习进步

王乌日罕向经验丰富的老组工取经学习
创新思路抓实党建工作

王乌日罕和同事们走村入户加强
党员的管理

张晓冉扎实开展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工作
张晓冉调查摸底访民情、走村入户讲政策

王乌兰深入各基层党组织进行调研指导
王乌兰学以致用，用心用情用力传播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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