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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

【云听】

本报兴安 11月 24 日电 全区首个金
融机构代理企业信用报告查询网点日前在
兴安盟阿尔山市启用。

“以往要去乌兰浩特市才能查询企业信
用报告，现在有了这个网点方便多了，直接
使用自助查询机就行，还不用提供纸质材
料。”阿尔山市鑫金桥酒店负责人现场进行
了第一笔企业信用报告查询。

据了解，由于阿尔山地区没有人民银行
分支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需往返600多

公里前往乌兰浩特市进行查询，给当地企业
带来了诸多不便。为解决企业查询难的问
题，人民银行兴安盟中心支行进行多次调研
考察，最终确定由内蒙古银行阿尔山支行代
理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服务。代理网点
的启用，填补了阿尔山地区企业信用报告自
助查询服务的空白，解决了多年来困扰阿尔
山地区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最后一公里”的
难题。

（融媒体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王昊）

启用自治区首个金融机构代理企业信用报告查询网点阿尔山市

【云观察】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邰芳

走进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漫步小区内，只见一排排楼房整齐排
列，健身休闲广场上，三五成群的居民悠闲地边
锻炼身体边拉着家常，呈现出一派幸福和谐的
景象。

“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我感到特别幸
福，跟以前住的土坯房相比，新房不仅干净整
洁、出行方便，冬天还有暖气，非常舒适！”家住
该小区的牧民额日登其其格说，“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这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了，我相
信随着党的惠民好政策持续落实，我们老百姓
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幸福！”

民生之事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近年
来，阿拉善右旗始终坚持惠民富民宗旨，将70%

的可用财力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采取一
系列举措，在保障性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
障等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生
产生活问题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项项民
生新政、一桩桩民生实事，构建起城乡居民养
老、医疗、就业、教育、安居、低保“六大民生保
障体系”，描绘出一幅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祥和
的民生新画卷。

初冬阳光明媚的上午，踏进阿拉善右旗巴
丹吉林镇沙漠植物园，沿着人行木栈道放眼望
去，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在
湖面周围，三五成群的居民，或闲坐聊天，或在
文化广场上跳舞健身，呈现出一派安宁和谐的
美好景象。“这里原来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
生，特别荒凉。现在建得这么漂亮，已成为我
们居民休闲娱乐和锻炼身体最爱来的地方。”
正在公园锻炼身体的居民王建军说。

近年来，阿拉善右旗以改善城区人居生态
环境为着力点，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城镇
环境整治力度，按照“舒朗大气、宜居宜业宜

游”中心城镇的定位，先后建成和实施了沙漠植物
园、巴丹吉林广场、城市绿道、巴丹吉林镇生态修
复等一批公园和开放式大型公共绿化工程，城区
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稳步提
高。如今，巴丹吉林镇建成区园林绿化总面积近
367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38%，绿地率达
3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68.72平方米，道路绿
地率达85%，林荫停车场推广率达57.1%，城镇防
护绿地实施率达100%。

阿拉善右旗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以年
均 2.6%的民生支出增幅，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80
亿元以上，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最关心、最关切、
最关注的民生问题。近年来，“水困”瓶颈实现历
史性突破，“巴丹吉林新水源地引水工程”等一系
列安全饮水项目落地建成，让全旗城乡居民彻底
告别了喝苦碱水、高氟水、不安全水的历史。“行
难”制约有力破解，京新高速（阿拉善右旗段）、国
道307线（巴彦诺日公—山丹段）、巴丹吉林镇至
金昌公路建成通车，实现了阿右旗高等级公路从
无到有的根本性转变。“四好农村路”等一批面向

基层的道路交通建设项目落地实施，所有嘎查
村全部通柏油路、水泥路，全旗通车总里程达到
2766公里。累计投资11.8亿元，完成了建旗以
来最大规模的棚户区拆迁和改造工作，2335户
城镇居民搬进新居。在全盟3旗率先实现热电
联产的基础上，新建了调峰热源厂，全旗集中供
热面积达到了 125万平方米，把温暖送到了千
家万户。高标准打造13个集中区，有力提升了
农牧区群众公共服务水平，解决了农牧区住房、
饮水、通讯等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农牧民生产
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阿拉善右旗统筹落实各项就业创
业政策，累计发放农牧民创业、住房和小额担保贷
款6061万元，新增城镇就业5092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5%以内。企业退休（职）人员、项目区
农牧民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月标准分别达到2810
元、1710元和437元……一件件惠及于民的实事
让阿拉善右旗广大城乡居民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
发展的成果，感受到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炽热“温
度”，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持续提升。

““民生愿景民生愿景””渐变渐变““幸福实景幸福实景””

【云采风】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通辽市开鲁县建华镇福盛号村家家户户
院子里、田埂上，小山一样的辣椒堆、热火朝天
的劳作场面，绘就一幅幅生动的秋收画卷。红
红火火的辣椒产业，鼓了村民钱袋子、火了群
众好日子。

正在红干椒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
点项目区，和妻子打辣椒的村民刘树伟说起
项目带给他的实惠难掩喜色：“我家有 30亩
地在项目区，春天搂膜、翻地都不用自己管，
有机肥、底肥、叶面肥也都由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统一提供，这些全算下来一年一亩地节
省开支六七百块钱，各种先进技术应用还能
每亩增产 200多斤、增收 1200多元。”

建华镇福盛号村依托红干椒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推进红辣椒产业标
准化、机械化发展。今年，该村集中连片发

展红干椒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 3000亩，
覆盖刘树伟等 110户村民。项目区推广增施农

家肥、配方肥，运用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技
术，实现有机肥替代化肥、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提高耕地质量，实现红干椒种植有机无机
肥相结合、品质效益双提升。

标准化生产，实现节本增效。机械化作业，也
让村民尝到了科技进步的甜头。村民曹志惠告诉
记者，她家种植红干椒已经有 18年了，近几年种
植面积稳定在 40亩，为了适应发展需要，家里陆
续购进了秧苗移栽机、干椒去把机、挑选机等机
械，全程机械化给了她农事新体验，如今种地省工
省力又省钱。

“家里买了大型机械，今年打辣椒就可以在山
上直接打了，40亩地 3天就打完了。换了前几年
雇人手工摘把，得需要 20多天才能完工，工钱比
每年还能节省2000多块钱。”曹志惠说。

福盛号村把红干椒产业作为兴村富民主导产
业，通过红干椒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
示范带动，推动全村红辣椒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福盛号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永林介绍，今年全村共
种植红辣椒11580亩，亩产干椒在800斤左右，按
目前干椒 6 元/斤计算，亩收入有望达到 4800
元。党的二十大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给我们
增收致富增加了信心和底气，村党支部要认真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标准化普及力度，让
村民享受到更多科技带来的实惠。

红干椒产业更红干椒产业更““红火红火””了了

●按照市县两级“爱包头、作贡献”主
题实践活动有关要求，固阳县环卫中心积
极组织环卫工人开展垃圾箱集中清洗行
动，坚持每天对果皮箱、垃圾桶和垃圾车
等进行消杀，对城区内的环境卫生进行全
方位、无死角、无漏洞地清洗、清掏，时刻
保证县城“颜值”在线，营造安全、干净、整
洁的城区卫生环境。

（固阳县融媒体中心）

●阿鲁科尔沁旗节能减排领导小组
办公室近日发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倡议
书。倡议书包括做绿色低碳的倡导者、做
绿色节能的践行者、做绿色节能的示范者
等内容，倡议全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广
大居民朋友们，迅速行动起来，营造人人
节能、处处低碳、节约资源，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社会氛围，为碳达峰、碳中和事
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阿鲁科尔沁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乌审旗纳林河交管中队组织
民警辅警深入农村偏远地区，进村入户开
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每到一
处，民警都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手册，张
贴“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宣传海报，召集

“板凳会”讲解交通安全常识，并以案说法
宣讲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进一步提高农村
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

（叶小峰）

●为确保新朔铁路机务分公司联运
车间年底能源保供任务顺利完成，中铁十
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新朔铁路运
输处147名在岗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抢任务、保生产，
用实际行动诠释机务人的使命与担当。
他们精准掌控机车运用状态，对回段机车
进行整备抢修和消杀工作；严格执行《跨
区域行车人员疫情管控措施》，及时掌握
大准线、准池线、巴准线各区域属地疫情
防控措施，强化对关键岗位、关键人员、关
键时段及关键区域的现场安全督导和跟
班作业，保证运输生产平稳运行。

（仝鑫磊）

●近日，锡林浩特市政府专职森林草
原扑灭火队揭牌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
行。通过成立锡林浩特市政府专职森林
草原扑灭火队，确保一旦发生火情、灾情，
能够快速响应，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保驾护航。专职森林草原扑灭火队的
建设是锡林浩特市政府购买森林草原防
灭火救援力量的一项内容，大大提高了该
市林业和草原防灭火能力的速度、质量和
防控。 （齐妍）

●近日，宁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对县域
内各重点保护单位开展“查隐患，促安全”
大排查活动，确保检查到位、督促到位、整
改到位。检查过程中，对保护员的业务知
识和责任使命进行了面对面培训，同时对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对发现
的问题积极整改，保证了辖区内各级文物
的安全。 （宁城县融媒体中心 高文卿）

.●2022年，巴林左旗气象局按照赤
峰市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指挥
部办公室工作要求，通过强化作业安全监
管、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规范人工
影响弹药保管、加强人工影响宣传等工
作，多措并举全面加强人工影响作业安全
管理工作。截至目前，旗气象局累计开展
人工增雨（雪）作业 2次，发射火箭弹 26
枚，累计影响面积 395平方公里，增加降
雨（雪）350 余万吨，间接产生经济效益
300余万元，提升了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也为助力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提供了
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奈曼旗林草局近日及时救助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目前，旗林
草局已对这只受伤的豹猫进行了及时救
治和进行投喂，后期将根据其恢复情况进
行野外放生。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轩玉燕 宋小伟）

●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
心发布《关于 2022年中国天然氧吧评价
结果的公示》，在 2022年拟授予“中国天
然氧吧”称号的65个地区中，扎兰屯市上
榜。 （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

●日前，扎赉诺尔区教育关工委举办
了“献礼党的二十大 老少同台齐颂党”诗
歌朗诵比赛。来自该区 6所小学的学生
及家长参加了比赛。活动中，选手们以儿
歌、旧体诗、新体诗等多种形式歌颂党的
丰功伟绩以及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国家
的巨大变化和现在的美好生活。
（扎赉诺尔区融媒体中心 梁瑶 陈广志）

●凉城县麦胡图镇金星村党支部以
全国劳动模范郭老虎为楷模，以“除陋习、
讲文明、讲勤劳、讲节俭、讲诚信”为准则，
整合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和农耕精神教育
基地，通过学习传承劳模精神，内化于为
群众办实事的动力，外化于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目前已为群
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50多件，帮办代
办事项130余次。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开鲁县

红干椒机械化采收。 胡立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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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窗】

刘广永是镶黄旗宝格达音
高勒苏木宝日达布苏嘎查牧
民。现在的他又多了一个新的
工作——嘎查保洁员。

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
散，一定程度上生产生活中产生
的垃圾成为影响环境美观的污
染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问题，镶黄旗安排财政资金 150
万元，为全旗60个嘎查购买环境
卫生服务，实现了牧区环卫社会
化服务全覆盖。

该旗依托各苏木镇新时代
文明志愿服务队，组建 4家环卫
保洁公司，每个嘎查安排 1名脱
贫户担任保洁员，并为他们每人
配备了 1辆三轮摩托车，由保洁
员定期收集全嘎查生活垃圾，投
放至指定垃圾箱，公司安排车辆
进行清运，进行无害化处理，让
大草原远离污染，使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牧民将垃圾归纳后牧民将垃圾归纳后
放到保洁员的三轮车上放到保洁员的三轮车上。。

保洁公司及时替换垃圾箱保洁公司及时替换垃圾箱。。

把 定 时 收 来 的把 定 时 收 来 的
垃 圾 运 送 投 放 至 定垃 圾 运 送 投 放 至 定
点垃圾箱里点垃圾箱里。。

海勃湾区

夲报乌海11月 24日电 海勃湾区在区
政务服务大厅正式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专办
政务服务中“难办的事”，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
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

据了解，“办不成事”窗口主要解决办事企
业和群众线上或线下提交申请材料后，窗口单
位未能按时受理、按时办结，或群众两次及以
上到政务大厅未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
题，办事群众可在“办不成事”窗口进行现场办
理，也能通过窗口公布的服务电话以及海勃湾
区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反映。

对于群众反映的办不成事项情况、投诉
质疑，“办不成事”窗口将派发给有关窗口限
期处理。对反映到的问题，该窗口将逐项研
究分析、追根溯源，形成“办不成事”的事项
记录表，安排专人办理受理，多个部门进行
协调配合。海勃湾区政务服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窗口有效建立了发现问题渠道、
搭建解决问题机制，不断优化审批服务，获
得群众的认可，提高群众的满意度，打通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办不成事”窗口正在成
为“办得成事”站点。 （融媒体记者 郝飚）

设立“办不成事”窗口剑指群众办事难

鄂托克前旗

本报鄂尔多斯11月 24日电 “警察叔
叔，辛苦啦！”鄂托克前旗公安局民警青达和
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学校门口的“护学岗”执
勤时，收到了孩子们的暖心问候。

校园门口“见警察”，主要路段“见警
车”，这是鄂托克前旗公安机关深化校园周
边“护学岗”机制建设的一条“硬标准”。

今年以来，鄂托克前旗公安机关调动局
机关、交警、巡警、派出所等多警种多部门力
量，完善高峰勤务护学岗机制，执勤警力按照

“上岗时间跟着学校时间走”的工作要求，定
时到全旗中小学及幼儿园上岗护校，构建起

警力有效覆盖校园一线的“固定勤务”，在上
学、放学时段全方位净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

鄂托克前旗公安机关坚持将增强青少
年法治观念摆在首位，经常组织民警深入校
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安全法治宣传教
育。此外，积极会同教育、司法、综治、应急
管理等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群防群治力
量，全面排查各类涉校矛盾纠纷，及时推动
多元调处、源头化解，对个别问题少年开展
个性化帮扶，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的保护
伞，打造校园安防升级版。
（融媒体记者 郝雪莲 通讯员 张渊翔）

打造校园安防升级版

西乌珠穆沁旗

本报锡林郭勒 11月 24日电 西乌珠
穆沁旗近日举行 2022年续建、新建公路项
目竣工及城市（际）公交开通启动仪式。

年初以来，西乌珠穆沁旗以打通断头
路、联网路为重点，促进牧区公路与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加快牧区产业路、旅游路、资源
路建设。累计投资5.2亿元，续建、新建牧区
硬化道路、旅游公路 16条 332公里，惠及沿
线农牧民 9000 余人，特别是草原“99号公
路”的商标使用和建成通车将极大提高该旗
旅游知名度，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真正成为服务全旗经济建设
的“开路先锋”。

今年，西乌珠穆沁旗在交通领域还投入
1500余万元购进12辆新能源电动公交，开通
了至锡林浩特市的城际公交和镇内公交，结束
了该旗不通公交的历史，让发展的红利更多惠
及群众。公交线路的开通，标志着该旗在建设
文明城市、构建低碳绿色出行方式、营造美丽
家园方面又迈进了坚实一步。G306线路项目
的稳步推进、99公里文化景观带的炫彩绽放、
一个个断头路的打通和农牧区路网的形成与
覆盖，为西乌珠穆沁旗乡村振兴工作和北疆旅
游事业注入了勃勃生机。

（融媒体记者巴依斯古楞 西乌珠穆沁
旗融媒体记者 乌伊罕）

2022年续建、新建公路项目竣工

阿拉善右旗

镶黄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