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昆都仑区融媒体中心 廖美丽

环境优美的小区、宽敞明亮的楼房、牧民
开心的笑容⋯⋯一幅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丽
画卷徐徐展开，这里是包头市昆都仑区卜尔汉
图镇卜尔汉图嘎查。

近年来，卜尔汉图嘎查强化党建引领，以
“民富、村美、风正”为导向，立足自身特色，探
寻强村富民乡村振兴之路。走进卜尔汉图嘎
查，健身器上锻炼的老人、整洁街道上奔跑的
孩童、修剪一新的花草树木显示着这里安宁幸
福。可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生活环境却并不如
人意：没有上下水、没有供热、道路狭窄，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为改善人居环境，
卜尔汉图嘎查整体搬迁到卜尔汉图中心集镇
的卜尔汉图嘎查小区。小区占地面积 30 余亩，

为嘎查牧民新建了 4 栋 252 套楼房。小区内全
部绿化、硬化、亮化，配套水、电、网、天然气等
设施，还建有党建文化广场、篮球场和休憩凉
亭等休闲娱乐区，安置有多个健身器材。

正在健身的牧民段海日图在嘎查生活了
几十年，见证了嘎查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村
里都是泥道，到处堆满垃圾，进出不方便。现
在村里干干净净，风景像画儿一样，比城里的
小区也不差哇⋯⋯”

正值丰收季节，田野上、大棚里、工厂中处
处是忙碌的身影。牧民王树平把家里的地流
转出去，每年不光能拿到土地费用，来这里务
工一个月还有 4000 多元的收入。

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发展。卜尔汉图嘎查
党支部书记、主任格日力介绍，嘎查现有居民
245 户、627 人。嘎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增加
居民收入，以土地承包的模式建起 58 座温室大
棚，与企业合作联合种植优质草莓及多种蔬
菜，还引进生态养殖，建起检测站。下一步，将

依托卜尔汉图镇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优势，发展
林下养殖业项目。

为提升牧民的幸福指数，卜尔汉图嘎查建
成总面积 221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内设会
议室、电子阅览室、健身室、文化活动室、退伍
军人民兵之家等，建设一站式、综合性、多功能
便民服务平台，为辖区内党员群众提供低保医
疗、就业创业、金融服务、志愿服务、文体娱乐
以及服务集体经济发展等综合服务。嘎查 192
名牧民还参加了失地保险，实现了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硬件”好了，“软件”也不能落下。卜尔汉
图嘎查为移风易俗立规矩，引导群众养成勤俭
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厚养薄葬，破除迷信渐成风尚。嘎查村委
副书记袁春梅感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明显
减少了，村民之间互相帮助、文明向上的氛围
更浓了！老百姓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卜尔汉图嘎查比城里小区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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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胡文彬

从北魏盛乐走来，历经千年文化的浸润，
和林格尔县带着与生俱来的文明气场登台亮
场。借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契机，和林格尔
县用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巧心，从一针一线
缝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管出城市精细化
特色，绣出城市高品质形象。

主题鲜明的社会宣传标语、图文并茂的公
益广告、温馨的文明提示语⋯⋯随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的持续深入，城区乡村、大街小
巷，市民总能与这些正能量的宣传不期而遇，
它们激励着全县上下关心创城、支持创城、参
与创城。

一面墙就是宣传阵地，一丛草也有温馨提
示。和林格尔县制作社区小区、公园广场、公
交站亭、公厕指示牌等文明公益宣传广告 700
多块，制作安装景观小品 35 个、草坪牌 300 个；
印制发放市民手册、文明城入户宣传单、文明
餐桌宣传布兜等各类宣传品 5 万份；制作发布
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海报、短视频 49 个，在主要
路段悬挂路灯杆公益广告 700 多块，不断营造
浓厚的创建氛围，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

今年，和林格尔县清理老旧小区“蜘蛛网”
乱象整治行动启动，清废线、并散线、巧走线，
逐步清除小区内纵横交织、杂乱无章的各类线
缆，让小区更加安全美观。

以“乱停乱放，非机动车、行人乱穿马路，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人、闯红灯、车窗抛物”
等不文明行为为整治重点，交管和林大队先后
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在 12 所中小学校
门前开展“护学岗”工作，为师生出行营造安
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走进蒙医中医医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栏、禁烟标识、1 米线、消防设施、无障碍设
施、求助电话等一应俱全，每一处彰显的都是
人文关怀。

一点一滴入脑，一景一花走心。在学校，
和林格尔县利用“文化走廊”、校园展板、电子
屏、标语警句等，实现了“让每一面墙说话，让
每一个角育人”。

目前，全县共 19 所学校被命名为县级文明
校园，18 所学校被命名为市级文明校园。

小牛沟是位于和林格尔县城关镇红卫街
北原三完小以东的一条土路，路两边杂草丛
生，可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城关
镇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经过积极沟通，多方协
调，让这条长约 380 米的土路华丽升级。

看着自己走了几十年“灰头土脸”的小路变
成“面包砖”铺砌，居民们个个心里乐开了花。

小工程暖了居民心，小细节彰显为民情。
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和林格尔县已陆续购置
四分类垃圾箱 20 套、四分类果皮箱 30 套、灭烟
器 30 个，完成投资 20 万元；维修了 6 座公厕屋
顶，制作安装了 22 座水冲公厕无障碍坡道及公

厕标识标牌；多条行道标线及反光贴拆卸、清
洗、安装和喷涂全部完成。

人在画中走，景在心里游。如今，身在和
林格尔县，人们可以日日与蓝天、清流、绿地为
伴，感受着纯粹的自然之美，移步异景，别有一
番韵味。

在城关镇，按照“一街一景一主题”特色文
化街区建设思路，形成了以芍药花为主题的胜
利路，建成“芍药之乡”护坡、“朱子家训”文化
广场，以“走西口”和“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昭君
公园，以红色旅游为主题的和羊路，以剪纸为
主题的和托路，以区域特色景观为主题的和清
路，打造各具特色的出城口。

“微整形”让城市面子更靓，“微治理”让城
市里子更实。今年，和林格尔县在城关镇改造
了新盛街、胜利路、盛乐街 3 条道路，其中共计
改造给水管网 5301 米、污水管网 6966.83 米、
热力管网 4320 米、新建再生水管网 1500 米、燃
气管网 1143 米、电力敷设 4883.85 米、通信管
线 5093.85 米。

“和林格尔县要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
手，通过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
的法制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
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
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林格尔县委书记
李六小表示。

““颜值颜值””更靓更靓 ““内涵内涵””更美更美
和林格尔县和林格尔县：：

本报乌海 10 月 12 日电 近日，由乌达
区企业内蒙古佳瑞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举
办的一场集体婚礼在乌达区吉奥尼酒庄甜
蜜上演。企业负责人和乌达区妇联负责人
共同为 4 对新人证婚，并向新人赠送了象征

“幸福生活”的人才公寓房钥匙。据了解，员
工将享有公寓 10 年的免费使用权，满 10 年
后如继续在企业任职将享有公寓所有权。

据介绍，这家公司近年来在为员工提供
人才公寓、工作餐、年终奖等优渥福利的同
时，还为所有孕婴家庭提供母婴室、玩具、书
籍等关爱举措，让产业工人有房住、安下心。

工业是乌达区的支柱，而产业工人是工
业发展的支撑。近年来，乌达区立足新发展
阶段，围绕产业工人多样化需求，持续为企
业提供各项政策支持和服务工作，深化“政
校企”合作为企业引进人才，发挥就业服务
工作站、人才服务工作站作用提升产业工人
综合素质，积极选树“乌达工匠”“乌达楷
模”，不断提升广大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让更多企业能够招得来、用得
好、留得住产业工人，为壮大企业自身发展
和乌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任杰 靳雯）

乌达区
让产业工人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

本报兴安 10 月 12 日电 近日，扎赉特
旗首届稻田音乐节暨旅游发布会在好力保
镇古庙村举办。文艺与农业交融的音乐节，
解锁丰收节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音乐节暨旅游发布会上，扎赉特旗神山国
家级森林公园、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旅游资源的推介，让大家
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对扎赉特旗旅游精品
线路和旅游产品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扎赉特旗致力于构建全域、全
季、全业的旅游发展格局，努力建成多点支
撑、多业共生、多元融合的旅游产业，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持续推进农旅休闲体验区
建设，规划建设田园综合体、农业公园、水利
风景区等旅游项目，让旅游业成为兴旗活乡
富民的重要产业，努力实现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打响旅游文化品牌。

音乐节暨旅游发布会的举办，既丰富了
周边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旅游平添了
一道醉人风景，也成为扎赉特旗“农业＋旅
游”新业态的又一次有益探索。（融媒体记
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姚宏艳）

扎赉特旗
稻田音乐节探索“农业＋旅游”新业态

本报阿拉善 10 月 12 日电 额济纳旗
为进一步预防控制和消除病媒生物危害，防
止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着力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自今年 3 月下旬至今，组织专业
消杀公司对达来呼布镇及周边苏木道路沿
线绿植、广场公园、湖泊沟渠、居民小区、农
贸市场、街路绿化带等地开展“四害”消杀作
业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截至目前，已对达来呼布镇 32 个小区、
58 个单位和重点公共场所及所有五小行业
安装毒饵站 3495 个，投放鼠药 380 公斤、安
装发放粘鼠板 1630 张、粘蟑板 1800 张、灭
蟑胶饵 650 支、灭蟑颗粒剂 4010 袋次。累
计完成灭蚊蝇消杀作业四轮次，使用长效滞
留、速杀灭蚊蝇药剂、熏杀热烟雾剂、灭孑孓
生物制剂（原液、颗粒剂）共计 4640 公斤,使
用人工 401 天次，出动车辆 94 台次（天）。

（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额济纳旗
全力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12 日电 今年以
来，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紧盯涉税领
域经济犯罪问题，不断发挥部门职能优势，
提升主动发现线索、主动深挖扩线的能力，
采取“四紧盯、四严抓”工作举措，持续推进
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

紧盯执法办案环节，抓队伍能力建设。
加强和推进基层经侦队伍专业化、正规化建
设，着力加强民警信息搜集、数据研判、打击犯
罪、追赃挽损、舆情导控等实战能力的训练。

紧盯经济犯罪案件受立案、撤案、移送
起诉等关键环节，坚决杜绝“不及时受立案”

“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等执法问题。
紧盯案件线索动态，抓预防打击质效。加

大与税务机关的协作力度，建立健全涉税案件
线索移送机制，拓展信息互通共享。加强集群
战役的研判部署，针对涉税线索，通过数据穿
透、深度研判、深挖扩线，全力开展专项打击。

紧盯涉税犯罪形势，抓宣传预警机制。
通过现场咨询报案、通报典型案例等多种方
式，加强涉税犯罪的宣传防范。针对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虚开骗税犯罪，利用大数据信
息化手段，提升风险分析、监测预警和侦查
打击能力。 （王少平）

锡林浩特市
坚持“四紧盯、四严抓”严厉打击涉税犯罪

●2021 年以来，宁城县纪委监委积
极探索办案新思路，打破传统各自为战
的“独立”办案方式，形成“片区式”+“交
叉式”办案模式，快速有效整合监督执纪
力量，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高效
发展。年初以来，县纪委监委共处置问
题线索 174 件，立案 56 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43 人，有效提升了审查调查质
效。 （张夏闻）

●日前，海勃湾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将位
于摩尔沟运煤通道交叉口、沃野北路热
电厂东门的两处限高架进行了拆除，此
举既方便了大货车通行，又降低了运输
成本。 （段维娜）

●近日，和林格尔县“扫黄打非”办、
文化行政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安局、教育局联合开展校园周边文化
环境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此次集中整治
行动以持续排查、联合检查、突击检查的
方式进行，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绝不
放过，确保集中整治行动落到实处，见到
实效。通过集中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
境，不断强化经营者行业自律意识，自觉
遵守法律法规，为青少年创造良好文化
社会环境，为和林格尔县创建文明城市
贡献力量。

（和林格尔县融媒体中心 刘慧）

●满洲里海关助力辖区进口粮食加
工产业发展。2021 年 1 月—8 月，满洲
里关区粮食加工企业进口粮食 46.31 万
吨，为去年同期的 10.9 倍。满洲里海关
针对关区 7 家申请进境粮食加工资质企
业的迫切需求，组织专家远程对辖区企
业开展进境粮食检疫监管要求和防疫知
识等方面的培训，并对进口粮食的接卸、
仓储、下脚料处理等关键环节予以现场
指导及“预考核”，其中 5 家企业通过考
核，取得进口粮食加工资质。此外，该关
运用“现场监管+云监控”实现精准调
运，强化对进境粮食装卸、运输、出入库、
加工、下脚料处理等全链条规范化监管，
确保企业依规加工。

（融 媒 体 记 者 李 新 军 实 习 生
高淑红）

●中老年人健身操让中老年人老有
所乐。科右中旗活跃着一支由平均年龄
60 多岁的中老年人健身操团队，多年
来，他们不顾风雨，每天都相聚在全民健
身体育广场跳健身操，锻炼身体。健身
操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起到增强体质，改
善体格，提高体能，愉悦身心的效果。据
悉，该团队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由离退休
老干部发起和组织，现在已经 20 多年
了。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图雅 额
尔敦白拉）

●为打造生态美、环境优、乡村兴、百
姓富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加快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近日，清水河县举办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暨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会，
对全县各乡镇抓党建促发展、推进乡村振
兴等重点项目建设成果进行了实地观
摩。大家边走、边看、边评、边想，既解放
了思想、理清了思路，也看到了问题、找到
了差距，深切感受到今年以来全县在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取得的新变化、新成绩，进
一步振奋了精神、鼓足了干劲。

（清水河县融媒体中心 苏林 牛
方良 李静波 王彦方）

●近日，巴林右旗总工会举办“走进
工会·缘来为你”全旗单身职工联谊会。
来自全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80 多名单
身职工欢聚一堂，开启了浪漫的追爱之
旅。男女嘉宾们满怀激情地参与到幸福
更长久、一人指挥一人走、你来比划我来
猜等趣味游戏中。妙趣横生的自我介
绍、文采四溢的爱情宣言，充分展示了各
自的聪明才智和独特魅力，在愉悦的氛
围和默契的配合中增进了彼此间的了
解、拉近了感情。有 9 对互有好感的男
女职工，在现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表
示将会进一步交流了解。

（巴林右旗融媒体中心）

●为加强基层妇联干部队伍建设，
推动妇联工作进一步开展，近日，鄂伦春
自治旗妇联举办全旗基层妇联干部能力
素质提升培训班，邀请旗委党校老师及
旗人民检察院法官进行授课，通过专题
讲座、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
重点讲解“十四五”妇联事业发展规划、
妇联改革方案、自治旗改革发展重点工
作 等 内 容 ，紧 跟 形 势 ，实 用 性 指 导 性
强。 （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云视角视角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金峰 摄影报道

9 月下旬，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
限公司的燕麦草进入收获的关键期。在第一
连（队），十余台大型农业机械在田野里纵横
穿梭，数千捆包装好的燕麦草，整装待发，即
将发往全国各地大型奶牛饲养基地。

“这燕麦草是优质的牲畜饲料，除了饲
草用途外，燕麦籽还具有医疗和保健效用，
产量和品质都不错。”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树勇介绍，“今年我们
种了 4 万多亩燕麦草，这也是公司发展避灾

型农业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优化作物结构，
扭转传统农业一遇旱灾就大幅度减产的被
动局面。”

哈达图农牧场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地，
是国内保护完好的连片草原之一，水草丰美，
土壤肥沃，有着“牧草王国”之称。近年来，哈
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以生态优先、固农兴牧为高质量发展方
向，积极探索结构调整新思路，寻找产业发展
新途径，在产业布局上，逐年增加饲草、中草
药及马铃薯、甜菜等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
积。今年，该农牧场种植燕麦草、中草药、水
飞蓟、马铃薯、甜菜等特色经济作物达 8.7 万
亩，实现种植结构的新跨越。

丰收的燕麦草丰收的燕麦草整装待发整装待发
查看燕麦草长势查看燕麦草长势。。

检测燕麦草水分检测燕麦草水分。。

丰收丰收。。

收获燕麦籽收获燕麦籽。。

适时收获适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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