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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张 巧 珍）

热情奔放的蒙古族舞蹈、优

美动听的草原歌曲、慷慨激

昂的诗朗诵……7 月 22 日

上午，内蒙古红石崖国家生

态公园天赐草原旅游文化

博览会暨温泉体验推广周

隆重开幕，天南海北的众多

游客慕名前来。

“真没想到在呼和浩特

近郊还有这样一片美丽的

草原，漫山遍野都绿油油

的，看着真舒服。”来自温州

的旅客王鑫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他在呼和浩特做生

意，今天特意带着老家来的

亲戚来草原游玩，爬山、看

草原，欣赏曲艺节目，体验

感十足。记者采访中了解

到，此次活动为期一周，让

游客尽享万亩草原之美景，

体验温泉的乐趣，同时通过

歌舞表演、庙会活动、特色

美食等环节，感受独具风情

的草原文化。

据了解，红石崖国家生

态公园是距离呼和浩特最

近的高山草甸型草原，因红

石崖寺而得名。境内不仅拥

有万亩高山牧场、天然湖泊

等大美天成的自然风光，还

有成群的牛羊、骆驼、马群、

羊驼以及梅花鹿和鸵鸟，经

过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

家4A级景区。景区负责人

王先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七八月份正是草原旅

游的最好季节，选择在这个

时节举办天赐草原旅游文

化博览会和温泉体验推广

周，对提升草原文化旅游品

牌知名度、促进全区旅游业

整体复苏有着重大意义。也

希望越来越多的游客，能够

通过体验具有浓郁草原特

色、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

感受不一样的山野风情。

天赐草原旅游文化博览会在红石崖国家生态公园举行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惠） 7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纪

委监委晒出上半年工作成

绩单：今年上半年，自治区

纪委监委保持高压态势强

化不敢腐的震慑，全区共

处置问题线索 16187 件，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235

人。

其中，全区共查处违

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

题38个，处分122人。严肃

查处了乌海市原市长高世

宏、市委原副书记武凤梅、

政协原主席王凤、统战部

原部长白金海等人严重违

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

问题。

深入开展了煤炭资源

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

治，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累计受理涉煤信访举报

688 件，立案 144 件，督促

税务等相关部门追缴税费

57.03亿元。深化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

治 ，处 置 问 题 线 索 1275

件。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全区共立

案 124 件。另外，全区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 题 1190 件 ，处 理 1861

人。共受理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线索 2138 件，立

案849件。

“中国枸杞第一乡”亟需采摘工支援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忠义）

盛夏七月，素有“中国枸杞第一乡”美誉的乌拉特前旗先锋

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枸杞采摘旺季。然而由于遭遇用工

荒，面对2.6万亩丰收的枸杞，种植户们犯了难。

7月21日，在先锋镇西坝头村的枸杞地里，记者看到

红彤彤的枸杞挂满了枝头，而采摘枸杞的人却没有几个。

62岁的王建国种植枸杞已经有40多年了，今年由于雇不

上采摘工，他家的8亩枸杞只能自己采摘。

“往年能雇十来个工人，今年一个也雇不上，要是下雨

的话，肯定会受损失的。”王建国说，往年工人都是村里的

经纪人联系的，今年经纪人也联系不到足够的工人，现在

最让他担心的就是枸杞摘不回来，坏在地里。

在另一块枸杞地里，53岁的杨莲也正忙碌着，她家种

植的15亩枸杞，眼下只有她和老伴儿两个人采摘。早上5

点多就来到了地里，中午回家吃一口饭也不午休，就这样

一天也只能摘60多斤。杨莲说：“ 现在红下一片（枸杞大

量成熟），靠我俩根本不可能及时采摘回去……”

据了解，往年先锋镇通过当地经纪人从河南、安徽等地

联系的务工人员达5000多人，加上当地的务工人员，基本

能完成采摘任务。做了10年经纪人的马德后今年联系到的

工人只能勉强满足自家的用工需求。“往年我能联系到二三

百个工人，今年受疫情影响，就来了几十个人。”马德后说。

一直以来，枸杞产业都是乌拉特前旗先锋镇的优势特

色产业，农户40%的收入来自枸杞产业。近年来，当地枸杞

采摘期用工不足问题逐渐显现，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全镇枸杞采摘工缺口明显加大。眼下，先锋镇政府积极

倡导就近用工，希望有更多的当地务工人员和有劳务输出

的地方能组织人员来先锋镇采摘枸杞。

治愈出院3例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9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7月22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通报：2020年7月21日7时至7月

22日7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截至7月22日7时，治愈出院3例，现有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9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

指定场所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

防疫情扩散蔓延。

截至7月21日24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呼伦贝尔市林区北部现零度以下低温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7月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呼伦贝尔根河市北部金河镇和

汗马自然保护区凌晨最低气温却分别下降到零下2.4摄氏

度和零下0.4摄氏度。

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徐玉强介绍，7月17日

至20日，受暖湿空气及冷空气的影响，呼伦贝尔市大部地

区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各地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根

河市北部金河镇和汗马自然保护区21日夜间由于天气转

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达到零摄氏度以下。根据最新

气象资料分析预测，7月22日开始当地气温将持续回升。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7

月 21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召开全区推进民族传统

奶制品产业发展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等11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了《内蒙古自

治区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

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总体方

案》，计划利用3年左右时

间，促进民族传统奶制品提

档升级、产业健康发展。

根据方案的总体要

求，我区要以开展民族传

统奶制品生产经营试点示

范创建为引领，推进标准

化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企

业和加工园区建设，培育

一批小而精、小而优、小而

强的民族传统奶制品加工

坊，引导具备条件的加工

坊升级注册为生产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开发医用

价值、挖掘文化内涵、打造

区域品牌，助力牧民增收、

实现奶业振兴。

自治区民族传统奶制

品产业发展首批 160 个试

点示范名单已公布，其中呼

和浩特市3个，包头市6个，

呼伦贝尔市 26 个，兴安盟

10个，通辽市16个，赤峰市

21个，锡林郭勒盟28个，乌

兰察布市 17 个，鄂尔多斯

市12个，巴彦淖尔市13个，

阿拉善盟6个，满洲里市1

个，二连浩特市1个。试点

示 范 时 间 为 期 一 年 ，从

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

专项行动分3年推进，

2020 年为试点推动阶段，

2021 年为深入实施阶段，

2022 年为全面提升阶段。

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对此前

采取的措施进行查缺补漏、

完善提高，实现民族传统奶

制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民族传统奶

制品是以传统原料、传统

工艺、传统生产加工方式

加工制作的奶食品。目前，

我区已经制定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的民族传统奶制品

有7个品种，分别是：奶豆

腐、奶皮子、策格、楚拉、毕

希拉格、酸酪蛋和嚼克。

公安院校在内蒙古地区
招生办法公布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首席记者 王树天）

根据公安部办公厅、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公

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

的通知》要求，7月21日自

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

布2020年公安院校在内蒙

古地区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公安院校包括公安部

所属公安普通高等院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

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

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省属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内蒙

古警察职业学院、云南警

官学院、新疆警察学院。

拟报考公安院校的考

生，须在自治区教育招生考

试中心公布的填报志愿时

间内网上填报公安类意向

以及具体院校志愿，报考公

安院校考生除具备内蒙古

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报名资格外，还须符合公安

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体检和

体能测评标准、政治条件等。

凡准备报考公安院校、

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考生，

均须于7月26日登录指定

网址分本、专科分别填报公

安类意向。公安院校录取分

数线分别为：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执行一

本录取分数线；铁道警察学

院本科专业、南京森林警察

学院、云南警官学院、新疆

警察学院执行二本录取分

数线；铁道警察学院专科专

业、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执

行高职高专（专科）录取分

数线。

公安普通院校考察、面

试、体检、体能测评、录取工

作具体安排为：7月23日前

是准备阶段；7月26日至8

月2日是考察阶段，7月28

日至8月4日是面试、体检、

体能测评阶段，8月5日至6

日是汇总报送阶段，8 月7

日填报具体院校志愿，8月

8日至10日组织录取阶段。

我区上半年处置问题线索16187件 处分5235人

我区计划3年内提档升级民族传统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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