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安岭充分发挥全民阅读
活动品牌作用，当地媒体开办《百
年党史大家读》《追寻红色足迹·
我讲给你听》等多个特色栏目，制
作播出上百个党史音视频节目，
把反映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艰辛
历程的原创话剧《八百里高寒》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优秀教材在全区
集中推送，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干事创业
的热情。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
设立征求意见箱 75 个，召开座谈
会 504 个，发放征求意见函 1 万余
份。深入开展攻坚式、体验式、融
入式“走流程”，立行立改问题 200
余件次，规范简化办事流程 24项，
累计开展爱心帮扶 1300 余人次。
发现问题 386 个，现场办公立行立
改 270 件。整合党建资源，因地制

宜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台账 1574 个；
广泛开展志愿奉献和公益服务，参与人数达
1.2万余人次。

全地区各地用一个个主题实践活动掀起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热潮。

一次次涤荡心灵的深入学习和研讨，一
场场人气满满、热气腾腾的党史宣讲，一桩
桩筑初心、解民忧、聚民心的民生实事……
无论在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军营，还
是在农家炕头、村户院落、草原深处，党史学习
教育正如春雨滋润着大兴安岭八万里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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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
对标对表中央部署
和省委要求，高标
准高质量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实施“三化”推
进办法，把项目化、
工程化、战役化方
法运用到党史学习
教育之中，各个工
作组绘制了工作任
务流程图，每周、每
月都有重点工作推
进表、工作台账和
任务清单，挂图作

战、倒排工期、对账销号。
全区单位结合区情实际，

把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改作风优环境和政治
生态建设提升工程作为转型振
兴的“四个保障”，与疫情防控、
项目建设、森林防火“三个硬
仗”结合起来，全力开展打好

“三四”组合拳行动，确保学习
教育有力有序有效。

地委班子成员、地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以自学、召开集体
学习会议、参观红色基地、“办
实事、开新局”专题调研等方
式，以上率下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组织全区党员干部聆听省
委宣讲报告会，地县两级宣讲
团、宣讲小分队开展专题宣讲
150 余场，受教育人数达到
12500人次。优选青年宣讲骨
干，面向青少年开展宣讲 50余
场。面向基层开展党史宣讲、
文艺演出、主题展览等“七个
一”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330
次。对全区 33 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进行梳理认定，组织参
观践学活动；将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
合，打造覆盖机关、企业、农村、
社区、校园的“新兴安大讲堂”，
拉进了党史学习教育与百姓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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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野外弄火，
要时刻注意啊！”进入5
月，大风天气增多，国
家重点火险区大兴安
岭地区绷紧了森林防
火弦。为此，大兴安岭
各级各单位领导干部
深入基层一线督导检
查森林防火工作，同时
按照主题实践要求，纷
纷深入各基层站（镇、
场、村、社区等基层责
任区）、进行一次防火
检查、开展一次党史宣
传、征集一条意见建议
解决一件具体问题，全
面筑牢维护国家森林
资源安全的坚强堡垒。

塔河县上地营村是个“一人
村”，前不久，村民王凤萍要办理二
代身份证，当地民警主动上门，免
除了她的舟车劳顿。“在家门口就
能办证，这在以前哪敢想啊。”大娘
露出舒心笑容。这是全区公安机
关率先在全省开展的警务直通车
项目，有效解决偏远乡镇、村屯、林
场群众出门难、办事难问题，被百
姓称为“家门口的小警局”，成功打
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厘米”。

“我家葡萄苗叶片小，长势弱，
一直蔫巴巴的，今天听了专家讲解
才知道是啥原因。”在加格达奇区
加北乡加北村，葡萄种植户老李在
地区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许延
敏指导下，把耽误的葡萄长势抢回
来。瞄准偏远山区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大兴安岭地区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紧扣“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组织地县两级党政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及中省直单位，围绕备春耕
助农、清明节春防、地区“十大民
生工程”、营商环境改善等，开展
百件实事帮到村、千个支部进社
区、万名党员联楼栋主题实践活
动，确保“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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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市志愿者上路协助交警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王景阳摄

□闫捍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5月是大兴安岭火险等级最高、易酿
成大灾的危险月份，全区上下积极行动
起来，全面打响“五月攻坚战役”。各级
领导干部深入责任区蹲点督导，全方位

“查隐患、堵漏洞、抓整改、促提高”，形成
了众志成城抓防火、全力以赴保平安的
良好态势。目前，经过大兴安岭地委行
署、林业集团公司各县区局领导，以及基
层春季森林防火人员的共同努力，全区
无人为火和其他火灾发生，取得了“五月
攻坚战役”的阶段性胜利。

进入5月以来，大兴安岭先后召开全

区森林防火“五月攻坚战役”第一和第二
阶段总结推进会议，总结前段工作，分析
研判形势，安排部署阶段工作。要求全
区上下保持高度警惕，着力打通森林防
火“最后一厘米”。

按照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的工作思
路，为确保攻坚战有序开展，大兴安岭厘
清阶段任务、划定目标底线，全区以10天
为一个阶段确定主攻方向，采取力度空
前的防控措施，打响了“五月攻坚战役”。

大兴安岭地方应急部门和企业防火
办联合办公，形成了政企防扑一体的领
导体系、指挥体系和运行体系，为打赢攻
坚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地委行署、
集团公司到基层神经末梢，层层传导压

力。
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在“实”字上

狠下功夫。地委行署、集团公司层层建
立责任网络，真正把责任落实到乡镇、林
场、野外作业点，实施“林地协同、林农协
同、地空协同”森林防扑火一体模式备战
春防。发挥检查站、管护站、巡护队作
用，严格细致检查入山车辆和人员，严防
火种进山入林。反复开展立体式“三
清”，加强对景区景点、林农交错等重点
区域巡护排查。强化塔台瞭望、地面巡
护等传统人防措施，运用卫星监测、飞机
巡航、远程智能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确
保有火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全力以赴遏
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

政企防扑一体 夺胜最险五月

防火演练。 王力摄

本报讯（褚光 赵子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磊）日前，在加格达奇火车站，由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林
业局加林家政服务公司劳务输出的 3名月嫂出发了，
她们赴北京上岗就业。这是林业局践行“我为职工办
实事”的具体举措之一。

作为加林家政服务公司首批入京家政人员，加格
达奇林业局翠峰林场职工周平、巨金婷和跃进林场职
工曲海燕脸上洋溢着笑容。“到北京后先接受 8天培
训，之后的工作都给联系好了。做月嫂，每月最少能挣
六七千块钱，比在家打零工强。”说起新的工作，进京月
嫂充满期待。

为满足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目标，加格达奇林业局
积极响应转型发展号召，结合企业实际成立了大兴安
岭加林家政服务公司、大兴安岭加林搬运公司、大兴安
岭加林食品公司、大兴安岭加林汽车服务公司。2月
初，在大兴安岭技师学院举办了为期一周的育婴师、月
嫂技能培训班，40余名女职工参加了培训。经过紧张
有序的系统学习目前已圆满结业，已全部获得相关技
能培训证书。

加格达奇

月嫂赴京上岗就业

月嫂赴北京上岗就业。 褚光 赵子敬摄

本报讯（王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磊）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中区在坚持学做结合、学用结
合基础上，用活学习方式，活化学习内容，力求以学促
进、以学增效。

办班学习促明理。区委先后举办了党史学习教育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科级干部读书班和处级干部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读书班，100余名积极分子，40多名基
层党委书记、行政负责人和 20名处级领导分层次、分
批次地组织开展读书班学习活动。

活动学习促增信。在各级理论中心组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研讨，共开展研讨班28场次。区委书记带
头讲授党课、带头“走流程”，全体党员共议民生实事，
找痛点、通堵点、破难点，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宣讲学习促崇德。区委宣讲团开展进乡镇、进机
关、进警营、进企业、进学校开展党史宣讲23场。强化
网络新媒体宣传，发挥线上学习优势，用好“学习强国”
等载体，全区21名处级干部、18个基层党组织、91个支
部、2332名党员参与其中，保证了学习教育全覆盖。

创新学习促力行。举办“学党史、颂党恩、爱祖国、
咏家乡”有奖征文活动，收到征文 60余篇。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短视频征集活动，并在“中国最冷小镇”微信
公众平台定期播放。开通呼中区党史学习教育网上展
览馆,党员干部利用手机参与学习，目前点击量达3000
多人次。

呼中区

“四学四促”有声有色

本报讯（王景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磊）为
满足居民群众就医需求，漠河市委市政府与黑龙江省
医院签署医共体合作协议，设立百姓就医服务中心，为
漠河转诊居民提供转诊、预约、咨询等“一站式便民就
医服务”，全力打通为患者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 3月，漠河市卫生健康局选派 3名医共体进
修人员常驻哈尔滨，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兼顾便民服务
工作，为漠河市转诊患者提供全面、全程的一站式“点
对点”转诊服务，确保入院有人指导、住院有人关心、出
院有人健康访。为方便居民转诊就医，漠河市医保部
门与省医院签订了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依托异地
就医联网结算平台，漠河参保人员可以持医保卡优先
住院、优先结算，还可以享受住院押金减半政策，免去
了跑腿报销的麻烦，切实减轻了患者就医压力和经济
负担。

截至目前，漠河市驻省医院百姓就医服务中心接
受群众医疗咨询 130余次，已经有 9名转诊患者治愈
康复出院。

漠河市

居民进省城一站式就医

本报讯（牟璐 邱贺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磊）塔河县创新方式，用活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更易学习，深入人心。

塔河县召开“学习强国”党史学习分享会，对优秀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学习达人”代表做好
书推荐和学习经验分享。塔河通过多种形式回顾建党
百年历程，重温初心使命的同时，灵活学习方式，让大
家结合实际工作，主动担当作为，利用“学习强国”平台
增强理论素养，提升为民情怀，带动党史学习教育再上
新台阶。

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塔河县推广使用以来，
塔河县广大党员、职工群众纷纷参与其中。截至目前，
已注册在职党员2086人，注册率达到93%。

塔河县

利用平台扩大学习成效

大兴安岭民众乐享大兴安岭民众乐享办实事办实事新成果新成果

这两天，漠河市西林吉镇41区84岁孤寡老人董桂云
使用爱心呼叫器拨通了管片辅警岳鹏的电话，岳鹏接到电
话后马上起身前往老人家中……董桂云老人说：“有了呼
叫器可真好，民警和我们这些‘空巢老人’关系更亲密了！”

这一幕场景是大兴安岭地区为民办实事的一个小
镜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兴安岭地区以悟思想为
根本，以办实事为重点，以开新局为目标，全区上下用学
习智慧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开启现代化新兴安建设征程的实际行动，不断开创林区
转型振兴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今年1至3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9.1%，增速位居全省第1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4.2%，
增速位居全省第8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3.7%，
增速位居全省第8位。

□闫捍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耕种在希望的田野上。 郝朝霞摄

□贾文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兴安五月，生机勃勃。呼玛县495

户农民如今正在进行着“别样春耕”。
在呼玛县三卡乡沿江村农民李

洪孝的地里，东方红 1204 大马力拖
拉机正在轰轰隆隆地进行耕种。他
说：“今年自己家只种 4晌地玉米，其
余耕地全部托管给村里的股份经济
合作社来种植，腾出手在去打份工挣
钱，增加收入，与往年比悠闲多了。”

呼玛县北疆乡农民鲁伟正在地
里调试着农机具。他说：“自己年纪
大了，种地总得喊别人帮忙，今年自
己就种了 6晌地玉米，其余的都土地
托管了，今年春耕省了力气。”

呼玛县全面贯彻落实省地有关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决策部署，扶持带
动一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充
分发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的主体作用，整
合农机资源，推广“合作社＋农户”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托管模
式，鼓励引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合作，获得的
收益按比例分成，增加村集体收入。
指导服务组织在“耕、种、防、收”各个
环节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经营，
最大限度达到节约生产经营成本，增
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民经营风险的效
果。

今年呼玛县域内实施以农业生
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共有12家服务组织参与，其中村级股
份经济合作社5家、农机合作社5家、

种植合作社 2家，全县托管服务耕地面积达 13.58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12.03%，共有495户农民
直接获收益。

目前，全县春耕正在有序开展，玉米播种正在
全面铺开，大豆播种也即将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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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现场。 郝朝霞摄

本报讯（刘开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磊）黑龙江
省重点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会上，加格
达奇区分别与广东普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就天草药业改
扩建项目、与广州安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就医疗器械生产
项目，新林区与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就林下资源
精深加工项目进行现场签约，签约总额达4亿元。

据了解，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在新林区
投资兴建的大兴安岭大一广公司是一家林下资源精深
加工企业，本次签约项目总投资 1亿元。广东普今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药品、保健品的扩展与销
售。天草药业将在加格达奇区扩建 1.1万平方米的丹
参保心茶生产车间及附属工程，项目预计投资 1.5亿
元。广州安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
医疗设施设备生产及医疗服务销售于一体的技术性企
业，计划在加区投资1.5亿元建设大兴安岭安迪医疗器
械生产项目。3个项目达产达效后，将为全区增加利
税1.53亿元，拉动就业600人。

大兴安岭深入推进“策略、精准、精进、精细”的招
商举措，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形成新格局，实现新
发展。今年 1月~4月，全区实现利用内资 3364万元，
为林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个项目签约4亿元

省百大项目漠河机场改扩建工程加紧施工。 王景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