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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 综合
兴安盟工商联积极参与
“
创城”工作

“创城”见成效 “
幸福感”攀升
◎全媒体记者 王浩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自“三地联动”“五城同创”前
进号角在兴安大地吹响，兴安盟各部门积极
响应，齐抓共管，竭力工作，通过不懈地努
力， 极大提高了群众对创城工作的知晓率、
参与率， 有力地推动了兴安盟“三地联动”
“五城同创” 向纵深发展， 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随着“三地联动”“五城同创”工作迅速
开展， 兴安盟工商联第一时间召开会议，贯
彻落实盟委行署精神，迅速积极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包联社区开展宣传活动和环境卫生
整治等工作。 12 月 5 日，兴安盟工商联成员
积极参与乌市五一街一环翠社区创城工作，

图片新闻
◎全媒体记者 赵燃

沿街对商户进行走访宣传。 据了解，此次兴
安盟盟工商联为社区送去了 1500 份环保
袋、1000 包纸抽、1000 份的生态文明宣传
单。
“自三地联动和五城同创在社区开展以
后，感觉整个小区比以前干净多了，特别是
小区内生活垃圾和小广告都不见了，让我们
的生活更温馨也更舒适了。 ”一位社区居民
喜悦地说。
兴安盟工商联会员部部长马喜军讲，
“我们在持续提升小区环境的同时， 也要将
居民的素质提升工作抓起来，将我们创城的
决心扎根到百姓的心里， 让百姓的幸福指
数和生活质量同步攀升。 ”

水稻和肥料专家传经送宝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了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水稻， 提高水稻防
病意识，正确施用肥料，促农增产增收。 12 月 5 日，乌兰
浩特市高炎农资经销处聘请了水稻专家和肥料专家为农
民们传经送宝，为明年的农业增产增收奠定了基础。
两位专家从科学种植水稻，预防水稻常见病，促进增
产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同时针对如何正确施用肥料，做到
省工、省力、省钱方面进行了讲授。
据了解， 来自科右中旗鲜光嘎查、 扎赉特旗好力保
乡、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乌拉哈达镇的 160 多位农
民现场聆听受益。讲座中，农民不停向老师提出农业生产
上的疑问，获得满意解答。 专家讲授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用事实说话，引得农民们拍手称赞，十分解渴，有效助力
农业增产增收。

兴安盟烛拉爱心慈善协会爱洒贫困学生

◎全媒体记者 王浩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兴安盟烛拉爱心
慈善协会的爱心志愿者代表们，冒着
初冬的寒冷，驱车前往卫东小学看望
协会资助的六名贫困学生，并为这六
名贫困学生送来今年最后两个月的
伙食费 3300 元。
据了解，该协会近日发起了“少
抽一包烟，一日捐一元”的爱心捐助
活动，将资助的贫困学生从初中一直
资助到上大学为止。
兴安盟烛拉爱心慈善协会是
兴安盟成立较早的社会公益组织，成
立以来，该协会本着”传播爱心，扶贫

济困”的原则，以救
助孤寡老人，资助贫
困学生为重点，为兴
安盟的社会和谐，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都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 并得到了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支持和帮助。
生活无情，人间
有爱，烛拉爱心慈善
协会希望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 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圆
他们求学梦。 协会成立以来为很多贫

廉政会客厅开门迎客
打造居民监督“试金石”

政会客厅”试点。 创立“开门迎客”“微
笑服务” 制度鼓励欢迎居民到社区
“廉政会客厅”进行民主议事、监督检
查，抓好党务、居务、财务“三公开”，
加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民主监督；创
立“百姓评官”评议监督机制，以“廉
政会客厅”为载体，广泛征求意见，让
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和辖区单位依
法行使对社区、街道“两委”的评议监
督，实现社区民主监督和政府专业监
督的有效衔接。 通过不记名投票、不
记名意见书等形式，广泛征求、听取
社区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强化党内监
督，筑建防腐拒变的社区环境。 经过
社区干部和居民的共同努力，廉政会

◎通讯员

王亮

本报讯 “党风廉政教育辐射到
社区、 反腐倡廉工作延伸到社区、廉
政活动开展到社区”为进一步推进街
道廉政文化建设，乌兰浩特市五一街
道紧紧围绕的工作思路，将廉政文化
建设纳入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与创
建和谐社区紧密结合。
乌兰浩特市五一街纪工委在所
辖山城路社区、一环翠社区打造“廉

困家庭资助贫困学生 99 人， 让这些
本来没有条件上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客厅接待的居民络绎不绝，为发现和
解决问题打造了绿色通道也初见成
效。
下一步五一街将在所辖五个社
区全面打造廉政会客厅项目， 打造
“真金不怕火炼”“上下齐心抓纪检“，
充分运用号百姓监督这块“试金石”。

新闻简讯
本报讯 11 月份开始，乌市城
郊办事处永联留守处通过开 展 读
书报告会，个人自学等多种形式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学 习 习
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领会十九
大会议精神。 （◎通讯员 毛念梅 ）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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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兴安盟文
体新广局组成文 化 事 业 调 研
组深入科右中旗，重点对文化
事业、体育事业、广播影视的
发展水平、场馆建设、产品供
给、优势特色、群众需求等开
展调研。
调研 组 首 先 来 到 孟 恩 套
力盖矿区工作部 文 化 站 了解
工作开展情况，站长白青春介
绍了该文化站存在的特殊性，
破旧的房屋， 简陋的设备，损
坏的乐器， 冒烟的铁炉子，没
有舞台的小广场，无法照明的
路灯，虽然条件艰苦，但各类
群众文化活动开 展 却 井 然 有
序。 兴安盟文体新广局副局长
乌志平表示，要将孟恩套力盖
矿区工作部作为一 个重 点 倾
斜政策的基层单位考虑，在即
将申报的 2017 国家级贫困嘎查村补助名
单中，将该站上报，所得补助用于购置文
化室设备。
调研组随后来到乌兰牧骑，在了解乌
兰牧骑现存在的实际困难后， 乌志平表
示，我们要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的回信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等全
党全区大事，创作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歌曲、蒙古小戏小
品、好来宝等接地气、传的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更好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 乌兰牧骑队员表示在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
回信后备受鼓舞，感受到乌兰牧骑的春天
正在来临。
随后的座谈会上，文化系统各环节干
部、文化站代表、社区代表等都做了简单
发言，并将各自部门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
并向调研组汇报，反映情况较为集中的是
经费、活动阵地及专业技术人员问题。 乌
局长表示，活动阵地、人才、经费问题是各
个基层单位都存在的问题，是考验一个地
区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开展文化活动的能
力的体现， 因此我们要提前做好项目储
备、人才储备，不能让文化主管部门人才
队伍服务质效职能落后于群众，此次调研
结束后会将所有问题集中汇总， 逐步解
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