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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县：奶山羊产业链发展到哪里，党支部就建到哪里

“党建+电商”托起村民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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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对闲置
的 300 亩坡梁地、撂荒地进行流转，试种耐旱作
物优质饲草料燕麦草，提供每亩 100元以上的种
植补贴。”和林县大红城乡新红村党支部书记郭
向阳说。

依托良好的土地资源优势，大红城乡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抓好奶山羊产业
链前端的饲草基地建设，通过村党支部建立组织、
搭好平台、整合资源来服务奶山羊产业发展。

“一盘棋”谋划全局发展。和林县自觉承担起
在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方面的重
要作用，完善好全县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制定党建
引领奶山羊体系建设总体布局要点，将党建引领奶
山羊产业作为书记领航工程，把党支部建在奶山羊
产业链上，由县委副书记任奶山羊产业链书记，依
托盛健等龙头企业，在奶山羊产业链上成立工厂支
部、牧场支部、繁育中心支部、饲草支部，切实做到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服务就跟进
到哪里。

通过工厂支部，抓生产、抓加工，促品牌建设，
推动与国内知名乳企合作，实现借船出海、借梯登
高；通过牧场支部，抓奶源、抓养殖，促有效衔接，并
与村党组织建立联结机制，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发
展；通过繁育中心支部，抓种源、抓技术，通过与赛
诺牧业合作，依托种羊引调、胚胎移植等，迅速扩大

养殖规模；通过饲草支部，抓前端、抓基础，促草业
提升，通过与中国农科院合作，揭榜挂帅，研发适合
敕勒川奶山羊饲养的全生命周期，不同生长阶段营
养草、配方草；通过属地党组织，抓服务、抓落实，促
产业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的
制度优势。

“在奶山羊产业链上建立党支部，将有助于我
们迅速扩大羊源引进范围、创新奶山羊繁育增长方
式，我们将依托属地支部对接的育种资源，探索利
用盛健优质种公羊、种母羊制作最优质胚胎，利用
当地绒山羊作为受体的模式，通过繁育中心支部引
进技术和服务团队，与养殖大户形成紧密联结机
制，逐步带动全县奶山羊养殖规模壮大，力争到
2024年末，奶山羊存栏达到 50万只。”盛健集团常
务副总裁杨君英说。

“在这个过程中，党员既是直接参与者，又是生
产组织者；既是企业和群众的联络员，又是产业发
展的受益者。”和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文静
说，在整个产业链上，党组织架构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从乡镇党委到村支部、企业支部，再到普通党
员，职责明晰、分工明确，责任压得非常实，既能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又能使各
个支部互联共建、资源共享，形成发展合力。

截至 2021年底，全县奶山羊存栏 3.1万头，依
托盛健集团，已建成饲养规模 5000只的集约化养

殖场14个，在建续建6个，2022年拟在舍必崖乡和
新店子镇规划设计 15 万头规模化养殖场各一
处。2020年 10月投产运行的盛健乳粉加工基地，
采用全球最先进的羊奶粉加工工艺和设备，该基
地可实现日处理鲜奶 500 吨，年产能 1.5 万吨奶
粉，力争 2024 年末，年产鲜奶 15 万吨以 上，年喷
粉 5 万吨。

在党建引领力的吸附作用下，和林县紧紧围绕
牛、羊、猪、草四大产业链，探索形成以“龙头带动、
项目推动、条块联动”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集群党建
工作机制，建立由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任四大产业链
长，处级领导包联 114个重点项目的工作推进体
系，逐一对应核心供应链企业，构成服务“链条”。

“我们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充分发挥企业的龙头带
动作用，有效盘活土地产业、劳动力、科技、市场等
各类要素资源，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收入，从而实
现建一个组织、带一个集群、兴一个产业的同频共
振效应。”和林县委书记李六小说。

2021年，和林县地区生产总值预计 202亿元，
同比增长7.5%；规上工业增加值94.5亿元，同比增
长12%；固定资产投资95.6亿元，同比增长10.6%；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1991元
和17440元，分别同比增长7%和11%。

（李海珍 张晓琴）

近年来，赛罕区紧紧抓牢党
建引领“牛鼻子”，积极探索“党
建+电商”新模式，创建党建引
领电商产业发展共同体，推动党
组织建设与电商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结合周边村生态产业优
势，积极扶持返乡创业青年成立

“正北方云仓”，打造出共商共建
共享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构
建起农民广泛参与、优势农产品
推广销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平台。

“正北方云仓在我们村的迅
猛发展给村民带来了高收入，也
让我们看到了在农村发展电商
产业的巨大潜力。”曙光村党支
部书记高二忠说。

图为位于赛罕区曙光村的
这家正北方云仓电商平台，不仅
带动了周边乡村村民的就业，更
给这个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
村”树立起新的名片 。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

通过党建赋能，党群联动，回民区在夯
实组织建设、搭建服务平台、培育人才干部
方面不断激活发展内生动力，汇聚成推动全
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进一步激励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昂首阔步踏上新的赶考之路，
以实干担当书写新的最美答卷。

夯基固本，建强组织堡垒。一是锻造过
硬队伍。回民区圆满完成村（居）“两委”班子
换届选举工作，全部实现“一肩挑”。2021年
度招考2名选调生到村任职，公开选拔38名
攸攸板镇户籍优秀大学生到村工作，实现“一
村（居）两名大学生”全覆盖。选拔 12名村
（居）“两委”工作人员参与电大学历提升行
动，储备村级后备干部60名。开展新一轮驻
村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向5个乡村振兴重点村
和8个其他重点工作村选派了13名驻村第一
书记。二是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创建“三表
率一模范”机关，由区委直属机关党工委牵头
成立党建引领“活力先锋”模范机关建设联合
体，5家机关党组织先后牵头成立了党建联合
体、共同体，切实开展“双报到、双服务”活动，
2656名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认领“微心愿”
622个，开展共建活动 663次，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435件（次）。全区664家非公企业
和 63家社会组织全部实现了双指导员全覆
盖。三是优化能力素质。为进一步提高基层
党务干部的履责意识和业务水平，为全区各
级党组织和新一届“两委”成员配发“政治大
礼包”，包括党章党规、基层实务等学习资料，
全年组织各级各类培训班 137次，累计培训
10652人次，开展各级党组织书记讲党课316
次，覆盖6365人次。

搭建平台，拓宽服务路径。全区累计建
成各级各类党群服务中心 93个，初步形成

“1+8+N”党群服务中心联盟体系，打造呼和
浩特基层党建学院实训基地 24个。以点带
面，典型示范。依托中山西路红色商圈党群
服务中心，搭建“红色商圈”线上服务平台；
试点打造 7个民族团结特色社区，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民族团结模范事
迹报告会，以点带面形成示范引领效应。整
体推进，构建体系。全面推行党建引领机制
创建工作，三顺店社区在全市首家成立了

“党建引领民族团结一家亲”共同体，探索形
成了“1+3+X”党建引领机制创建体系。截至
目前，全区已成立党建引领林果产业发展等36个全领域统筹、全
覆盖推进、全要素集聚的党建联合体、共同体。收集各类“需求清
单”277条，提供“资源清单”302项，对接领办“项目清单”126项，
已办结108项，办结率达86%。党员先行，引领带动。深入开展党
员承诺践诺和“我是党员·我帮你”志愿服务，全区党员累计承诺
事项10832项，组建志愿服务队182支，开展志愿服务534次、主题
党日活动478次，累计收集、解决民生实事1617项。

筑巢引凤，加大人才支撑。回民区结合全区重点行业发展需
求，集中引进“双一流”高校人才41人，教育、卫生等紧缺高层次人
才138人。一是健全培养机制。放宽眼光辨才识才，及时全面掌
握全区机关干部信息，按照农业、医学、法学等12大类专业建立全
区机关干部人才库，共涉及全区机关干部1272人；二是引导扎根
一线。鼓励引导本土高校毕业生立足基层、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同时深入贯彻落实“千名人才下基层”行动要求，鼓励人才主动融
入基层一线“党建＋”联合体建设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干部人才
支持计划，将14名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与种植户“一对一”结对
帮扶，组织科技人才与39名技术骨干结成对子；三是促进提质增
效。采用“基层点单、专家上门”形式，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实
用技术培训，举办种养殖、“农家乐”等特色产业项目、用好扶贫政
策促进产业发展等培训35 期，培训农民1600余人次。

托县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主责主业，坚
持实践实干实效，在为民服务中践行使命担
当，以党建引领解决社会治理“谁来抓”的问
题，努力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面推行基层网格管理。托县立足城
市基层治理框架，坚持“网格全覆盖，服务
心连心”，构建起“县—镇—社区—网格—
小区—单元”六级网络体系，并设立社区网
格党支部25个、党小组97个，共配备网格人
员291名，设小区长182名，楼栋长578名，单
元长1667名，将社会综治网格与“红网格”双
网合一。此外，社区主动吸纳在职党员、志
愿者、热心群众组建“综合服务队”，2021年，
陆续开展了环境卫生大治理、绿色环保健步
走等活动，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纠纷、生产生
活存在的问题。推动形成矛盾纠纷化解良
性闭环。

实施机关单位双报到制度。随着机关
企事业单位“双报到”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县
2082名在职党员纷纷落实“报到”，编入网格
员队伍或者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通过入户
搜集、社区派发或者认领群众“微心愿”的方
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2021年以来，党
员认领“微心愿”266个，开展各类服务活动
361 次，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148 件。

“今年，我们结合健康下乡工作，组成党员义
诊流动团队，根据社区需求，免费为社区孤
寡老人量血压，发放小药箱，提供医疗咨询
服务。”县医院一名医务工作者说。在“双报
到”活动中，党员实现多层次、分类别管理，
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居
民的力量进一步壮大，社区“红网”与“网格”
进一步融合。

全面创新党员报到新机制。在党员管
理上实现多层次，采取因地制宜、分类管理
的办法，通过分类别、多层次的管理模式，
使社区每名党员及时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
管理。组织 2320 名机关在职党员主动到
社区报到，社区根据党员职业技能制定台
账，针对困难群众需求，联系有技能的党员
开展“靶向”服务。2021年，机关在职党员
共主动认领服务事项 800 余件，78 名领导
干部与 140 名社区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
子，为社区居民解难事办实事 470余件，形
成“居民有需、社区吹哨、党员报到”的在
职党员服务社区居民长效机制，在“双报
到”活动中，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得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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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赛罕区坚持把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作为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重心，积极探索完善网格党建

“1234”模式，推动基层党组织链条向下延伸，以“小
网格”构建起组织全覆盖、队伍专业化、服务精准化
的多元共治新格局。

健全组织体系织成“一张网”
筑牢网格治理坚实堡垒

延伸组织触角，把党组织建在“神经末梢”。赛
罕区按照边界清晰、规模适度、无缝管理、全面覆盖
的原则，每 300-500户划分一个网格，将社区划分
为1122个网格，每个网格均建立网格党组织，通过
网格党组织把网格内的物业、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驻区单位、公安、综合执法等资源统筹起来，全
面实现党建引领、一网统筹。

健全组织架构，把党员聚在“责任田”。赛罕区
推行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网格长，统筹管理社区居
民党员、机关“双报到”党员，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
力。开展党员设岗定责、履职践诺、党员责任区认
领等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网格治理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实现党员访民情在网格、听民意在网格、
解民忧在网格，进一步增强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身
份意识。

构筑协调机制，把责任落在“微循环”。依托
“党群连心桥”系统，把发现问题的“话筒”交给群
众，让百姓的急难愁盼事，都能在此随拍随发，建立
起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建立网格党建联席会制
度，分析研究社区建设和群众需求，解决基层治理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网格发现—社区呼叫—
分级响应—协同处置”的闭环工作机制。

整合精锐力量组建“两支队伍”
培育网格治理中坚力量

大网格员队伍，形成基层治理骨干力量。赛罕
区从本科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中考录 645名思想

觉悟高、品行端正、关心社区发展、群众认可的社区
工作者充实到网格员队伍，切实做到“职业化”“专
业化”，确保将精力全部投入工作，有效提升服务群
众质量。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主动发现问题，衔
接网格内的人、地、事、物、情，做好信息员、宣传员、
服务员。

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形成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赛罕区整合网格内“两代表一委员”、热心居民、党
建联合体成员单位党员等各方力量组建志愿服务
队伍，引导志愿者运用专业技能拓展志愿服务内
涵，开展扶贫助困、敬老扶幼、治安巡逻、环境治理、
法律援助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服务项目，不断扩大
服务的覆盖面和受益面。同时注重在志愿服务活
动中将有能力、有热情、有信仰的志愿者发展为党
员，不断壮大党员志愿者队伍。

聚焦治理需求形成“三项清单”
推进网格治理协同高效

建立“资源清单”，基层治理“有米下锅”。赛罕
区各网格党组织积极对接网格内驻区单位，列出可
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清单，并细化为职能部门资源
清单、志愿团队资源清单和低偿资源清单，分别提
供公共服务、志愿服务和有偿低价服务，确保有足
够资源满足群众需求。目前，已收集社区服务资源
413条。

建立“需求清单”，基层治理“有的放矢”。网格
党组织坚持问题导向，组织社区党员干部、网格员
和志愿者，开展“三访三问”，入户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同时，社区通过网络征询及召开网格议事会等
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至今，梳理汇总形成居
民“需求清单”430余条，并将“需求清单”变成“行
动清单”，逐一进行供需匹配，精准服务群众。

建立“项目清单”，基层治理“有序有效”。网格
党组织针对老旧小区改造、供暖管网改造、停车场
划定等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的网格问题，形成惠民

“项目清单”，通报各主管部门协调解决，并将工作

进度及时通过网格进行公布，确保“项目清单”稳步
推进，落实到位。

着眼民生热点推进“四治融合”
实现网格治理细致入微

推动智治建设，提升网格反应效率。着力推进
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形成“区—街道—社区”三级
党群服务中心联盟体系。建设网格云数据中心，构
建“党建为统领、网格化管理、多元化参与、精细化
服务、智能化应用”的“一统四化”综合信息平台，将
网格居民信息具体化、网格事务处理透明化、群众
诉求办理便捷化，实现信息融合共享。

推动自治建设，加强网格互助能力。发挥群众
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人翁作用，凝聚居民自治力量有
序参与社会治理。实施小区党支部与社区、业委会
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优先推选小区党支部委
员、党小组组长和党员业主担任业委会委员，提高
业委会党员比例。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网格
党组织、业委会、物业企业协调联动机制，推动物业
管理嵌入网格治理，建强“红色物业”。

推动法治建设，促进网格矛盾化解。围绕市域
社会治理工作，依托网格内法院、司法所、公益律师
等力量，开展学法普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防群
治三大行动。组织网格内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和网格警参与到矛盾纠纷调解中来，建立“网格+警
格”微治理模式，妥善处置基层矛盾纠纷，先后调解
群众纠纷 150余起，有效实现了矛盾纠纷联调、社
会治安联防、平安建设联创的工作目标。

推动德治建设，助力网格文明建设。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所），组织共建单位、热心群众等积
极推荐身边“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
典型，以榜样效应持续引领道德新风吹到社区每个
网格。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扎实开展助老、文
化服务、文明劝导等志愿互助活动，弘扬“向上向善
向美”的社区精神，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
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

赛罕区：网格党建“1234”模式精准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 刘军 通讯员 祁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