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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位党支部书记这几年来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要敢于担当，做得最多的就是实
干。”日前，在沙坪坝区委组织部组织的以学习
落实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我是支部书记”交流
中，西永街道永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吴亚讲起了
她勇于担当和实干的故事。

“2013年，当社区居民要选举我兼任社区主
任时我没有推托，承担起了主任的责任，并向社
区居民保证，我会为大家服好务，不辜负大家的
信任……”

“住在安置区里的居民彭世菊肢体行动不
便，女儿也有病。为帮助这个家庭，我通过到有
关部门反映，为她家解决了暂时困难，联系爱心
人士为她捐赠了一台电动轮椅……”

吴亚所做的这些事虽然看起来很平常，但
却体现了一位党员干部勇于担当、落脚实干的
精神。

担当才有作为
实干才是真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对党忠诚、为
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
当。”沙坪坝区委主要负责人说，因此，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在提升党员干
部的担当精神中，要有新的作为。

其实，在2016年初，在一次研究“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具体方案的会上，区委常委会就明确
提出，检验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的成效，最终要落脚在“做”得如
何上。

如何做呢？
“担当才有作为，实干才是真干。在检验

‘做’得如何中，要重点考核党员干部在关键时
刻、重点任务面前敢不敢于担当，在自己的岗位
上是不是在实干。因此，在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特别是推进常态化制度化中，我们把提
振党员干部的担当和实干精神放到了首位。”沙
坪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提振党员干部勇于担当、落脚实干精
神的要求，沙坪坝区制订出一系列制度性的具
体措施：在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上，区委将
大到全面从严治党、小到“河长制”的责任都一
项一项具体落实到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头
上。在考核“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中，区委把重点放在了学习党章党规中对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上，着力引导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发挥作用；放在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上，并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中去。

领导勇于担当
党员重在实干

“担当”主要体现在领导干部敢不敢为了群
众的利益、为了地区的发展承担起责任；“实干”
主要体现在党员和干部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是
不是一步一个脚印抓好落实。

今年，沙坪坝区委、区政府针对社区和村的
实际情况，制定了一项社区（村）综合改造四年
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拟投入财政资金60亿元，
重点围绕环境改善、安全保障、公共设施、服务
能力、文明同行“五大工程”，对全区所有的社区
（村）进行综合改造。

这样大的一项民生工程决策，没有一点担
当精神是办不到的。

在促使领导勇于担当中，沙坪坝区还出台
了《沙坪坝区整治“庸懒散”行为问责办法（试

行）》，对领导班子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
部署不力的，对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征地拆迁，
等重大项目、重点任务推进缓慢、工作严重滞
后、不按规定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对牵头部门
不履职、协办部门不配合、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
皮，致使政令不畅通贻误工作的都进行问责。

区委、区政府在担当上带了头，各级党组织
也不落后。目前，沙坪坝区各部门和街镇不管
是在重大的决策上，还是在一些重大的职责上
都没有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是主动担当、主
动负责、主动作为。

作为一般的党员干部，区委则出台了《党员
日常纪实考核办法》，重点引导他们在本职岗位
上踏实苦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实干中体现
党员的先进性。

在沙坪坝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街镇公共
服务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都在实施一
项延时服务，党员和干部们为了方便群众办事，
在群众提前预约后，即使延迟下班时间，也要为
群众提供服务。

周秀琴是沙坪坝小学语文党支部书记，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她制订

了一个一年读52本书的学习计划，又通过“党员
微党课”的方式，把学习的心得体会进行相互交
流，为所有党员做出表率。

周秀琴这位支书与支部的党员一起，不仅
学好，还用好，并在岗位上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党员们组建起一支“爱心活动进社区”
志愿者队，经常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教
学上的备课研究、教案撰写、作业批改、赛课研
课等方面，党员们都是学校里做得最好的。

担当引领实干
实干做出表率

王林茂是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管家桥村原总
支书记，因年龄大了退下来后，仍然发挥着一名
党员的作用。2014年以来，他与镇里一些退下
来的老党员一起组成了老支书宣讲团，多次到
群众中宣讲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以及沙坪坝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区和全国文明
城区等。与此同时，他还走村串户，收集整理出
有关青木关的民间传说故事20余个，为青木关
的文化工作作贡献。

像王林茂这样在实干中为群众做出表率的
普通党员，在沙坪坝区的党员中比比皆是。

勇于担当的精神目前已经被落脚到最基层
的党组织负责人头上。前不久，沙坪坝区委组
织部组织了一次“我是支部书记”的主题交流活
动，请全区基层党支部书记讲自己如何承担起
支书职责、抓支部建设的事。从众多党支部书
记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支部书记们的担当。

覃家岗街道新鸣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张仁
纪抓好每一次支部组织生活，通过在党员中培
养和选树先进典型，带动更多的党员自觉参加
党的组织生活。党支部有了凝聚力，战斗力也
发挥出来了。她不仅自己带头学好做好，还带
领全支部的党员参与到社区建设和“两城同创”
工作中来，得到社区群众的普遍认可。

党支书们的担当还引领了党员们的实干。
邱敏东、马通彦夫妻俩都是党员，一个视力不
好，一个腿脚不便，但夫妻俩却主动承担起小区

“金喇叭”的职责，在自己学好的基础上，经常在
小区坝子里向居民宣传和解答相关政策。

担当，活跃了党的基层组织；实干，在群众
中树起了党员的形象。

王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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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红岩党员志愿者开展“花开红岩活动”

红岩精神发祥地——沙坪坝

党员骨干冲锋在抢险抢修一线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全市统一战

线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深学笃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标对

表，学思践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

作作风，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到

重庆统战工作中、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即日起，本报特推出“学习贯彻十九大，同心

共筑中国梦”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江北区属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全区共36个少数民族、约1.6万人，其中流动少数民族近1.1万人。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

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江北区突出着眼于夯实基层平台、着力于搭建活动载体、着重于完善服务管理三个重点，切实抓

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努力创造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精神家园和生活乐园。

促进各民族共享“全家福”

夯实基层平台
巩固民族工作阵地

五里店街道工校社区是江北区拥有少数
民族最多的社区，4000多户常住居民中，就有
152户少数民族家庭，包括哈尼族、朝鲜族、蒙
古族等16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大家和睦相
处、互帮互助，像是一个“大家庭”。

土家族同胞杨勇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
一员。通过社区协调和自己努力，杨勇创办了
一家土家族风味餐馆，并且成功申报成为江北
区创业示范点。

“社区不仅给我们提供各种服务，还经常
组织活动，让大家一起交流。工作和生活都很
舒心，我喜欢这里的环境。”杨勇说。

坚持“把民族工作融入社区日常事务管
理，让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城区幸福生活”——
秉持这样的理念，以杨勇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同
胞们在工校社区有了幸福的家。工校社区也
因此成为全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并
获评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获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

工校社区的示范推动了江北区民族团结

进步区、街镇、社区三级联创，成为区域城市少
数民族工作的基本载体和重要抓手，有力维护
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于推进城市少数民
族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目前，江北区已成功创建五里店街道工校
社区、五里店社区、平安社区及观音桥街道洋
河社区4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重庆女子
职业中学等4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初
步形成了以示范单位创建为基础、以模范单位
创建为重点，两级同步实施、上下同时推进的
少数民族联系服务平台。

搭建散布全域的基层少数民族工作平台
也成为江北区开展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
基础。比如五里店街道和观音桥街道充分利
用少数民族联谊会等做好涉及民族因素的各
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石马河街道创建了外来
少数民族维权服务站，仅在去年就为少数民族
群众办实事好事200余件，化解矛盾纠纷10余
起，解决具体问题30余件。

建立街道、社区和学校“地校”合作平台，
成为江北区拓宽服务渠道、促进民族团结的重
要平台。比如重庆女子职业中学吸纳少数民
族学生在校学生会担任职务，参与学校事务管
理；成立“七彩社团”，举办全校民族团结大联
欢；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课堂”等。
重庆工商大学江北校区、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
院、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3所高校则与江北
区有关单位建立合作长效机制，定期召开协调
会，在信息互通、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等方面广
泛开展合作。

城市民族工作的基础在社区、在基层。江
北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筑牢基础
平台，不断巩固城市民族工作的基础阵地，才
能更好地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维护民族团结、
化解民族矛盾。

丰富活动载体
营造民族工作氛围

绚丽歌舞《盛世欢歌》拉开了联欢帷幕，少
数民族群众代表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唱起悠
扬的民族歌曲，送上热情的中秋祝福……

这是五里店街道第三届“最炫民族风”中
秋茶话会的场景。作为江北区的一个品牌活
动，“最炫民族风”少数民族中秋茶话会已经延
续多年。茶话会上，少数民族兄弟姐妹身着盛
装，不仅表演了自编自导的民族歌舞，部分少
数民族代表还分享了自主创业故事，并请居民
们品尝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欢声笑语中，民
族团结，和乐融融。

活跃少数民族群众精神生活，对于促进民
族团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为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江北区不仅培育出
“最炫民族风”品牌，还率先在全市开展“少数民
族电影放映周”活动。发挥街道、社区宣传文化
广场、文化活动室主阵地作用，把中央和市委统
战工作会议及中央和市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制
作为宣传短片，遴选出《冰山上的来客》《阿诗
玛》《刘三姐》《红河谷》等多部群众喜闻乐见的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宣传片同步放映，仅今年
就在主要街道、社区（村）展播10余场次。

此外，该区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周活动。通过有奖问答、专题讲座、联谊座谈
进行集中宣传，通过微博、微信、手机报开展新
媒体宣传，通过走访慰问、上门宣讲、对点到人

开展精准宣传，有效强化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国
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和城市管理意识，
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活动为载体，润物细无声。各民族同胞在
愉悦的参与中，更亲密无间地交往、畅通无阻地
交流、自然而然地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营造了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

强化服务管理
系牢民族工作纽带

除了搭建平台、丰富载体，江北区还将更
多的着力点放在了服务管理这一核心路径，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
作为城市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缓
解和改善少数民族困难群体的上学、就业、医
疗、生产生活中的难点问题，创造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环境。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以服
务管理为重点，江北区开展市管领导干部、部
门领导、民族干部等不同层级的对接联系活
动，全面覆盖了来渝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对
接联系活动中，党政干部广泛听取少数民族群

众意见，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做好思想工作。
比如新疆和田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在江

北经商，通过干部有效对接联系引导其转变经
营方式，让其放弃传统的羊肉串、馕饼等经营
品种，协调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为其设立独
立售货亭，经营具有新疆特色的农副产品，帮
助他们安心扎根重庆。为了感恩帮扶，新疆和
田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不仅运来50箱哈密瓜
送给石马河养老院，购买了100余份书包文具
捐给江北农村留守贫困学生，还参与全区文明
城区创建活动，并向30多名市政清扫工人送去
1万多元的慰问品和慰问金。

同时，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输入
地对接活动。去年，江北区民宗侨办组织工作
队赴新疆实地考察，学习其民族工作经验，研
讨建立两地民族工作对接合作机制，签订了两
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输入地工作协作
机制协议书》，构建流出地与流入地信息互通、
人员互动、衔接互补、共同负责的工作格局，推
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
展维权活动，发挥少数民族权益维护站的作
用，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同胞利益，先后为苗族
同胞龙兴华争取了3.5万元的务工受伤补偿
金，为阿卜力米提·热依木等3位维吾尔族同胞
解决了欠发工资问题等。开展就业培训活动，
先后组织民族工艺培训10余场近300人次，20
多名少数民族同胞实现成功就业或创业。

此外，积极开展了少数民族扶贫帮困活
动。在春节、开斋节、古尔邦节、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期间，广泛开展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慰问活
动。2016年共上门看望慰问少数民族困难家
庭50余户，送去慰问品、慰问金价值15000余
元。专门安排民族帮扶资金9000余元，为新
疆来渝经商的20多位维吾尔族同胞提供免费
健康体检资助。积极为少数民族同胞解决实
际困难，协调子女就近入学问题。

“在这里，各个民族不分你我亲如一家人。”
新疆来渝回族同胞马龙飞曾经感叹，江北是一
个充满包容、温情的城区，呈现出一幅各民族互
融互帮互学、共享“全家福”的美好景象。

李柄蔚 陈小东
图片由江北区委统战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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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加强城市少数民族工作

在渝经商新疆籍维族同胞慰问敬老院老人

第二届最绚民族风中秋茶花会现场——少数民族歌舞表演

沙坪坝 真抓实干促担当 平常小事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