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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市·速览

盟市·聚焦

盟市·风景线

■盟市·看点

本报呼和浩特9月26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云艳芳）“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
的日子，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验房时看着
亮堂堂的屋子，设施还十分齐全，心里别提多高
兴了，真是打心底里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
有了一个暖心的家。”

日前，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塔利公租房
管理站见到了刚刚领到公租房钥匙的邢建清。
看着手里的钥匙，邢建清激动地说，“7月份，通过
摇号获得了一套45平方米的公租房，今天来办交
房手续，不到一上午就都办好了。屋里是装修好
的，再添置些生活用品，就能搬新家了。”

自2010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把保障房建设
当成头等民生大事，十多年来，通过新建、配建、
改建等方式建设公租房42182套，236.15万平
方米。截至目前，已建设完成35141套，201.25
万平方米；已分配入住34941套，199.86万平方
米。其中，今年 7月 25日公开实物配租 5145

套，23.15万平方米，目前摇中号的群众正在陆
续办理入住手续。

呼和浩特市采取有力政策和措施保障公租
房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在选址和建设标准摆布
上，考虑平衡发展，集中建设的项目市四区均有
摆布，配建的公租房广泛分布，充分考虑方便群
众生活，同时显现公租房的市场价值。

在塔利公租房住户张瑞兰家，秋日的阳光
从明净的窗户照射进来，整个屋子温暖而亮
堂。这套47平方米的一居室，虽然面积不大，但
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阳台布局合理、功能
齐全。屋子收拾得温馨整洁，每个边边角角都
充分利用，透露出女主人的用心。

张瑞兰告诉记者，之前她一直租房居住，租金
贵不说，还经常搬来搬去，就像浮萍落不下根。自
从2018年通过摇号搬到公租房后，她才觉得真正
在这扎下了根，心里感到格外踏实满足。“我们刚
搬来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近几年不仅通了好几

趟公交车，而且还有了地铁，出行很方便，也有配
套的小广场、绿化带、超市、幼儿园，物业服务也很
好，一个月只交不到500元，连物业费都包含了，
比起以前租房住的日子，现在的生活太舒心了。”

在建设上，呼和浩特市公租房实行高标准
规划，高品质设计，要求小区配套设施完善，户
型科学合理，并进行简单装修，满足直接入住条
件。强化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
点，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与住房同步规划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为保障对象提供良好
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

此外，呼和浩特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
明确集中建设的公租房项目，可配建15%商业
用房，面向社会销售、出租，既可以方便居民日
常生活，也可以将收益用于补充保障性住房建
设资金和维护管理资金缺口。公租房建成投入
使用3—5年后，可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和总体规

模，拿出部分房源进入市场销售，收益用于公租
房新建和维护管理，实现公租房建设管理资金
的良性运营。进一步健全完善公租房申请、审
核、公示、轮候、配租和租后管理制度。按照规
定程序严格准入审批，加强对公租房运营的监
督管理，做到配租过程公开透明、配租结果公平
公正。公租房租金标准由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
市物价、财政部门，依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供
应对象支付能力以及商品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等
因素确定，具体价格控制在市场租金水平的
70%以内。公租房租金标准按年度实行动态调
整，市住房保障部门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呼和浩特市作为自治区公租房租赁补贴政
策试点城市，于2015年出台《呼和浩特市公共
租赁住房长期租赁补贴工作指导意见》，有序开
展相关工作。截至目前，累计通过租赁补贴保
障 8.9 万户次，共计发放租赁补贴资金 1.88亿
元，实现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应保尽保。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李雪

仲秋，风吹稻浪、果香四溢，兴安盟科右前
旗大石寨镇保门村鸡冠山生态采摘园的沙果基
地又迎来了一年丰收季。

走进果园，一颗颗色泽鲜红的糖心沙果掩映
在葱茏的绿色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果实，
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家住大石寨镇三星村村民
胡春萍一大早就带着合作社的村民采摘鲜果。3
年前，在当地政府扶持下，胡春萍和爱人成立了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在鸡冠山流转了2000亩沙果
林，原本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经过努力，果
林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去年沙果产量达到30万
斤，收入近30万元，带动61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
余元。“今年雨水好，沙果的品质比去年还好，采摘
后一部分卖商品果，剩下的就送到家门口的果干
加工厂，根本不愁销路。”胡春萍喜滋滋地说。

三星村位于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曾面临着耕地面积少、荒山荒坡多的发展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政府鼓励村民在荒山坡
地上种果树发展林果业。“在我们村儿，要致富，种
果树！现在村里的山坡上全是果树，不仅生态好

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去年我家仅靠林果收
入就达到100多万元。”三星村家喻户晓的果树专
家孙显富说，他承包的果园从30余亩发展到如今
的100余亩，种植的果树品种从单一的沙果树发
展到30余种果树。

在三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贵成
眼中，如今的村子房前屋后绿树成荫，山上果园
瓜果飘香，三星村俨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林果
专业村。“家家户户都有果树，全村林果栽植面
积达到近万亩，不仅环境比以前好了，家家户户
的日子都变了样。”董贵成说，果树种植有经济
效益又有生态效益，绿了乡村，红了日子。

2008年以来，大石寨镇紧紧围绕旗委“坚持
绿色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民生改善”的工作
思路，积极培育“林果+旅游+生态”的产业融合
发展新业态，经过精心打造，大石寨镇林果树总
面积达到8.2万亩，其中盛果期林果面积达到2.5
万亩，逐步形成了“一核、一带、两翼”的林果产业
总体布局。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品牌逐渐壮大，
大石寨镇逐步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林果小
镇”。结合林果产业发展，大石寨镇还在302国
道边的鸡冠山处建设了一处沙果旅游驿站。“我
们准备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向优质、高效、集

约、规模等方面转型升级，推动‘小沙果’成就‘大
产业’，大产业带动经济大发展。”大石寨镇党委
书记吕双勇说。

作为沙果等“小苹果”的黄金产区，兴安盟具
有自然环境、种植传统、栽植技术、劳动力富集等
优势。近年来，兴安盟高度重视全盟林业产业发
展，2018年出台《兴安盟实施林果业产能递增3
年行动计划指导意见》和《兴安盟林果业补贴办
法（暂行）》，大力引导发展林果产业。立足区位
优势和资源禀赋，兴安盟按照“扩基地、扶龙头、
兴科技、创品牌、保安全、促扶贫”的发展思路和

“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引导发展
林果产业，逐步使林果业成为特色优势产业。

目前，兴安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科右前旗
大石寨镇、俄体镇向周边辐射 20万亩沙果基
地；以突泉县东风、太本林场向周边辐射10万
亩文冠果基地；以扎赉特旗北部林场向周边辐
射10万亩榛子基地的主要布局，林果种植面积
达65万亩，其中盛果期面积近10万亩，年鲜果
产量4亿斤、产值3.2亿元。建有果品加工企业
6家，年加工鲜果能力10万余吨。沙果干、果
汁、果脯等产品，远销东北三省、山西、陕西、宁
夏等地。

““要致富要致富，，种果树种果树！！””

呼和浩特市公租房建设让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应保尽保呼和浩特市公租房建设让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应保尽保

““感谢国家好政策感谢国家好政策，，让我们有了一个暖心的家让我们有了一个暖心的家””

本报赤峰9月26日电 （记者 魏
那）今年，赤峰市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稳
定扩大就业取得明显成效。截至8月，
全市农牧民转移就业总人数62.4万人，
完成年度任务的93.1%。其中，转移就
业6个月以上51.2万人，完成年度任务
的91.5%；就近就地转移就业32.9万人。

强化综合施策，开展分类指导。全
力促进就地就业，对于选择就地、就近
就业的务工人员，鼓励本地用工企业积
极进行吸纳。全力推行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计划，注重特色培训品牌建设力
度，打造了建筑工程、养老护理、家庭服
务等 8个有影响力的就业技能培训品
牌。截至8月底，全市农村牧区劳动力
转移就业培训13699人，完成年度任务
的171%。

规范劳动用工，保障合法权益。全
面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和“两金三制”等制度。严格从制度
层面落实各方责任，规范企业工资支付
行为，保障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制
定并印发了《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资问
题十项措施》，强力整治欠薪行为，坚持
法制思维，注重调解和法制手段并重治
理思路，坚持调解一批、化解一批，打击
一批、规范一批。

打造劳务品牌，扩大转移就业。把
劳务品牌建设作为推动转移就业工作
的重要抓手，积极为劳务品牌建设搭建
平台。围绕品牌打造，实施“质量战略”
和“精品战略”，狠抓农牧民工技能培训
工作，积极构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需
求的培训体系。目前全市已有15个优
秀劳务品牌，其中国家级3个、自治区级
2个、市级10个。目前，“望京保安”共
有7000余人在北京市望京区从事保安
工作。敖汉旗从事架线的工人有4.3万
人，经纪人170多人，施工队伍遍布全国
20多个省（区）、市，并远赴土耳其、苏
丹、蒙古等国家施工。

赤峰市
62.4万农牧民端稳“饭碗”

本报呼伦贝尔 9月 26 日电 （记
者 刘玉荣）9月 15日，内蒙古大兴安
岭林区全面进入秋季森林防火期，内蒙
古森工集团581个管护站、255座瞭望
塔全部上岗，采取飞机空中巡护、高山
瞭望与远程视频监控等方式，严密监测
火情。

今年，内蒙古森工集团强化地空协
作、人机配合立体作战体系，机械化、现
代化、立体化正在成为林区森林防灭火
的“新常态”。秋防到来之前，在19个森
工公司分别成立了30人的机械化快速
反应中队和以水灭火中队，配备了蟒式
运兵车、装甲水车及水泵、无人机、快艇
等设施设备；在 19个森工公司成立了
300人的航空消防特勤突击队，分6期
进行索滑降培训和实战演练，扑火队伍
由“单兵种”向“多兵种”、由“单一型”向

“复合型”、由“平面型”向“立体型”发
展，切实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据悉，全林区管护站、瞭望塔人员
全部上岗，各检查站、管护站也已落杆
检查，各防火成员单位的车辆检修完
毕，防火机具准备齐全，全林区全面进
入秋季防火期待命状态。同时，在利用
显示屏、横幅标语等传统方式宣传的基
础上，还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大力
宣传森林防火相关法律法规、护林防火
知识。通过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接
地气的宣传，全面提升广大群众的森林
防火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切实让森林
防火深入人心。

大兴安岭林区
筑牢立体“防火墙”

本报包头9月26日电 （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赵伟佳）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日前在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启幕。西安奥体中
心体育场宛如一朵硕大“石榴花”，丝绸之路是
其设计脉络，寓意“丝路启航，盛世之花”，将西
安历史底蕴与现代体育完美融合。而撑起绚
丽“石榴花”结构所用的无缝钢管，半数以上
为“包钢制造”。

要撑起这座设计结构耐久性超百年、耐火
抗震要求极高的巨型“石榴花”，对建筑本身结
构所用钢材的性能要求极高。包钢无缝钢管
凭借自身优秀的产品性能，赢得了工程方青
睐，其中4600吨高品质结构用无缝钢管用于
主体场馆的罩棚钢架，占工程产品用量的
57%。此外，包钢优质板材产品也为西安迎接

“十四运”锦上添花，先后中标朱宏路快速化改
造、外环高速公路南段项目、北辰大道快速化
改造、西安北客站枢纽、西安火车站改扩建等
重大工程，为西安市重要交通设施建设、提升
城市基础功能、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程中
展现出包钢力量。

包钢制造的“钢铁石榴花”
绽放十四届全运会

本报鄂尔多斯9月 26日电 （记者 郝
雪莲）为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持续深入
开展，充分发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
志愿者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鄂
尔多斯市“文明劝导我先行 助力创城添光
彩”活动日前在康巴什区双驹广场启动。

活动现场，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陈曦宣读了《文明劝导倡议书》，
向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发出
文明行为倡议。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志愿者协会为市直有关单位赠送了文明
劝导服装，市“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
去”基层综合志愿服务第一小分队及康巴什部
分单位现场开展了创建文明城市宣传志愿服
务活动，“社区门前唱大戏”志愿服务项目的志
愿者们进行了文明劝导相关的文艺演出。

鄂尔多斯市
“文明劝导我先行
助力创城添光彩”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影报道

近日，呼和浩特市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托克托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郝家窑村举办。

托克托县5个镇和黄河湿地管护中心的
农民、农业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相聚
郝家窑村，共同晒丰收、话丰收、庆丰收。来自
周边3个旗县的16家知名农产品企业现场展
示了特色产品。托县民间艺术家现场创作书
法、剪纸、美术等作品80余幅，展览展出优秀
作品120余幅。乌兰牧骑现场表演了小品、舞
蹈、歌曲等节目。

据悉，托克托县2021年农牧业取得突破性
进展，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03.87万亩，较上年
增加3.41万亩，预计粮食总产37万吨。120个
行政村均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累计登记备案农
民专业合作社228家，农牧业龙头企业101家。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镜观镜观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摄影报道

内蒙古大兴安岭秋季防火期前夕，内蒙古森工集团森
林防灭火指挥部结合特勤突击队滑降培训实际，在所有森
工公司各地域分批培训302名索滑降队员，通过实战演
练提升空中扑火实战能力。

“我们从专业徒步队伍中挑选出身体素质好、业务能
力强的队员，组建了航空特勤中队，通过学习和实战演练，
目前已经熟练掌握技能，为下一步森林防灭火工作做好准
备。”根河森工公司应急事务处特勤中队指导员李腾飞说。

火灾发生地多为原始林区，偏远无路，运兵困难，扑火
队员常常要步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火场。2017年，全
国首支航空特勤突击队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成立，打开
了空中运兵通道，形成地空立体作战体系。这支由30人
组成的精干扑火队伍，在原始森林扑火战斗中，第一个到
达火场，将空中侦查、防火指挥、火灾扑救有机结合在一
起，在多起森林火灾扑救中屡建战功。然而面对集中多发
的雷击火，30人的航空特勤突击队力量显然不足。为此，
内蒙古森工集团防灭火指挥部决定在林区各地成立索滑
降中队，扩充索滑降扑火队伍，提高空中作战能力。

“目前，具备索滑降能力的队员达到了302人，这在国
内任何一个国有林区都没有这样体量的队伍。这支队伍
建设好了，对于第一时间处置森林火灾无疑是有生力量。”
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局长闫志刚说。

滑降后徒步赶赴火场滑降后徒步赶赴火场。。

队员们正在训练滑降队员们正在训练滑降。。

在飞机上现场指挥在飞机上现场指挥。。

扑火队员扑火队员从天而降从天而降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高静 摄影报道

连日来，阿拉善盟消防救援支队在阿
拉善盟数十家社区开办消防安全“大讲
堂”，为居民普及居家防火知识。

阿拉善盟消防救援支队走近重点人群，
上门入户送宣传。在理论宣讲的基础上，还
组织居民开展消防疏散演练，在实践中提升
对消防安全常识的理解度、熟练性。此外，
结合社区消防专题宣讲和实践演练，该盟各
消防救援大队与消防救援站紧密联动，同步
做好各个小区“六熟悉”工作，着重对高层建
筑、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并延伸服
务举措，对社区消防宣传橱窗布置、自主开
展居民防火宣传培训等内容进行指导，还联
合社区工作人员清理了楼道里的电动车和
杂物，切实营造居民防火工作齐抓共管的良
好格局，推动“平安社区”创建工作。

消防大讲堂消防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