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2018年2月1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红艳
版式策划：杨杰 制图：王涛

内
蒙
古
新
闻
网

你
好
·
内
蒙
古

《
内
蒙
古
日
报
》
微
博

《
内
蒙
古
日
报
》
微
信

大
草
原
客
户
端

正
北
方
网

索
伦
嘎
新
闻
中
心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索
伦
嘎
新
闻
网

移
动
客
户
端

你
好
·
内
蒙
古
（
蒙
文
）

蒙
古
语
新
闻
网
微
信

《
内
蒙
古
日
报
》

蒙
文
报
微
信

内蒙古日报社新媒体群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足不出户就能买年货，不出村子
就能收到年货。在2月1日突泉县推出
来的“品味突泉2018年货节”上，张杰
通过手机登录品味突泉电商平台，一
下子买了三联粉条、西大拉子黑木耳、
阿尔山野生小黄蘑菇等年货产品，除
了价格便宜、质量保证，还真正体验了
一把“互联网+”的便利。

“以前办年货，要花大半天的时间

到县里购买，提着沉重的东西不方便
不说，有时候人多一着急还丢三落四，
现在不一样了，只要登录品味突泉电
商平台，想买的年货应有尽有，物流还
很快，省心又省力！”

“我们推出了年货产品类、农特类
产品、饮品类、综合类商品、民俗类工
艺品等30多种商品，不仅各种年货齐
全，线上线下价格也相差无几。”突泉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陈欣
介绍。

2月7日下午4点左右，走进品味

突泉电商仓库，只见人来人往，一派繁
忙。正与白马物流公司负责人杨树山
对接单子的业务员孙艳兴高采烈地告
诉我们：“太和小米、三联粉条、西大
拉子黑木耳、安达凤鸟农佳芦花鸡卖
得火爆，今天到现在就收到500多个
单子！客户当天下单，我们当天保证
发货，为了让客户第一时间收到年
货，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发
货！”

“‘品味突泉’电商平台融合了当
前最先进的‘B2B2C+O2O’运营模
式，开辟了‘智慧农家’‘团购促销’多
个面向农民群众的带富模式，易学、
易用、门槛低、不花钱、农民上手快
等特点。”突泉县委常委、副县长王
慧明告诉我们，目前通过“平台带网
店、网店带村、村带户”方式，在全县
发展了 2000 余家网店和微店，网销
当地农特产品近百种，户均增收
1000元以上。

突泉县近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农
村，农民收入逾七成来自农业。近年
来，该县借助被列为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的机遇，加快推进农村电

商全覆盖，精耕细作“互联网+农业”，
在全县乡镇建立电商平台的同时，自
主开发设计“品味突泉”，让广大农民
足不出村就能在网上买商品、卖产品，
分享互联网时代的红利，推动农业经
济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目前，全县以电子商务产业园为
中心建设乡镇电商服务站10个、村级
服务点113个，实现农村电商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解决农特产品出村难题。
电子商务产业园及乡村站点直接带动
电商企业 100 余家、创业团队 40 余
个，贫困户500余户。

“去年年初，在‘品味突泉’上注册
了网店，附近村屯农民都把自己家产
的笨鸡蛋、小杂粮、干货等土特产品拿
到我的网店销售，已帮助农户销售土
特产品1800多斤。”杜尔基镇红光村
张强说。

突泉县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不仅让突泉县的溪柳紫皮蒜、水泉绿
豆、“西四风”牌小米等越来越多的农
特产品，借助“互联网+”的发展模式，
搭乘网路被“卖到全国”，更让农民享
受网购便利，足不出村“买全国”。

乡村里的互联网+购年货体验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尤金鑫

对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哈克镇
哈克村村民陈传岐来说，今年可算得上
是一个“暖冬”。他家原来住的房子还
是1982年盖的土坯房，30多年的风雪
侵蚀，墙体开裂，到了冬天，木框的窗户
里外钉上两层塑料布都挡不住风，8吨
煤还不够一个冬天烧的。

“今年搬进绿色保暖房，冬天就不
遭罪了。塑钢窗、暖气、防盗门、地砖都
是住进来之前就装好的，我和老伴就是
拎包入住。早晨6点多烧的一炉子煤，
快到中午还热乎着呢。这房子干净、暖
和，一点不比楼房差。”陈传岐说，“是党
和政府的政策好，我们老百姓才能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为了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海拉
尔区2016年5月实施了绿色节能装配
式集成房屋建设工程。绿色节能集成
房屋是在原址翻建有人居住且为唯一

住房的土坯结构房屋、无维修价值的
“土包砖”危旧房以及砖混结构危旧
房。海拉尔区住建局工作负责人介绍，
绿色保暖房采用的装配式建筑外墙，是
在构件工厂内进行产业化、机械化施
工，现场直接安装，不但方便快捷、缩短
工期，还能减少材料浪费，利于环保。
预制外墙板由硅酸钙板及保温颗粒组
成，本身就具备了良好的保温效果，同
时在两块墙板中间加入10厘米厚的岩
棉，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房屋的保暖性，
还可以节约能源。

哈克村的精准扶贫户李林花是第
一批住进绿色保暖房的村民。她家原
来的房子一侧外墙倾斜，门窗都不严
实，冬天在家穿着毛衣还要套棉袄，而

现在住着保暖房，一天只烧两炉子煤，
在家穿着衬衣都不会感觉冷。自从住
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李林花的心里也
敞亮了许多。她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扶
助下，脱贫致富就在不远。

据了解，哈克镇共有337户村民实
施绿色保暖房项目。目前，已有335户
工程完工，绝大部分村民入冬前已经入
住。

哈克镇党委书记钱继光介绍，如果
村民自己盖一栋五六十平方米的新房，
至少也要七八万元。而绿色节能装配
式集成房屋，51平方米标准面积住房不
用村民花一分钱即可入住；60平方米
住房超出标准部分每平方米只需补差
价1200元。这不仅大大减轻了村民的

经济压力，更增强了村民们对乡村振兴
战略的信心。绿色节能装配式集成房
屋建设工程的实施，为建成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现代化新农村提供了有力保障。

【记者手记】
2018年一号中央文件提出，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牧民，乡村
振兴离不开农牧民的安居乐业。

通过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我区广大
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也
为当下脱贫攻坚奠定了基础。海拉尔
区在危土房改造中引入绿色保暖房项
目，让新建的安居房有了科技含量。

农牧民住上这样的保暖房，不但保
暖，而且取暖用煤也节省了不少。保
温、节能、环保，这样的住房让农牧民心
里敞亮，建设美丽家园更有了基础，有
了底气。

住上保暖房 心里暖洋洋

本报 2月 9日讯 （记者 张文
强）2月 9日下午，自治区总工会十届
六次全委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选
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团英为
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吴团英表示，新时代对工会工作
提出新的要求。他将深刻认识和把握
新时代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倍加珍惜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高度
重视工会工作的历史机遇，倍加珍惜

总工会历届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倍
加珍惜工会系统干部上下齐心、团结
拼搏的奋斗精神，倍加珍惜广大职工
对工会组织的信赖，秉承忠诚干净担
当的良好作风，同班子同志一道，旗帜
鲜明讲政治、持之以恒抓学习、与时俱
进谋发展、求真务实转作风，团结带领
全区各级工会奋力开创新时代工会工
作新局面，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总工会十届六次全委会召开
吴团英当选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陈春
艳）2月 9日，全区公安局长会议在呼
和浩特市召开。会议对 2018年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区公安工作作出总体部
署，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
进行强调部署。

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杨伟
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杨伟东强调，要牢牢把握党对公

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决完成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四项主要任务。要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
威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等10类
黑恶势力。严厉打击春节前后农村赌
博现象，让人民群众过一个舒心祥和
的春节。

全区公安局长会议召开
杨伟东讲话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张文
强）2月9日，2018年全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暨蒙中医药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
召开，会议提出，今年全区卫生计生工
作要重点抓好6件惠民实事。

自治区副主席、卫生计生委主任
欧阳晓晖出席会议并讲话。

欧阳晓晖强调，今年全区卫生计
生工作将紧紧围绕健康内蒙古建设这
一主线，全力推进深化医改、健康扶
贫、疾病防控、蒙中医药和生育服务五

项重点，落实6件惠民实事。一是提高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人均达到55
元。二是继续为贫困人口实施免费健
康体检。三是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人人有一张健康卡、医疗总费用个人
支出比例不超过10%、个人支出总额
不超过5000元，大病救治病种扩大到
14个。四是实现远程医疗覆盖贫困和
边境旗县市。五是三级公立医院全部
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六是加快推进母
婴设施建设，设置率达到80%以上。

今年全区卫生计生工作
要做好6件惠民实事
欧阳晓晖出席会议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陈春
艳）近日，我区各地公安机关对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分子进行集中收网，全区
共打掉涉黑涉恶势力团伙12个，破获
案件4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8人，缴
获枪支1支，查封、冻结涉案资金80余
万元，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初战告
捷。

我区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各地公安机关承担起扫黑除恶

“主力军”职责，坚持“旗县除恶、
盟市打黑、自治区攻坚”的工作原

则，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
恶治乱”的工作要求，在中央部署的

“十类打击重点”基础上，针对我区特
点 ，对土地草场承包矛盾纠纷多、矿
产资源开发恶性竞争激烈、民间借贷
债务纠纷突出、农闲时间较长赌博屡
禁不止、物业管理存在垄断经营等可
能引发的涉黑涉恶问题进行认真梳
理，坚持打早打小打苗头，以“零容
忍”的态度，出重拳、下重手，迅速
形成对黑恶违法犯罪行为的强攻之
势。

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初战告捷

抓获犯罪嫌疑人128人

白马投递公司及时发货，让农户足不出村把农产品卖向全国。 杨杨 摄

2月 9日，呼和浩特市
市民在购买干果。春节日
益临近，呼和浩特市各农
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挤
满了前来购买年货的市
民，水果、干果等受到市民
的青睐。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备年货
迎春节

本报2月9日讯 （记者 杨凡）2
月9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
委和自治区纪委全会精神，总结2017
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就进一步推
进机关全面从严治党提出要求。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团
英、李荣禧、廉素、王波、和彦苓参加会
议，秘书长施文学主持会议并作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报告。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人大常委会
党组和机关党组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党建工作呈现新气象，党
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坚定全面从
严治党的政治自觉，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扛起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和重
点领域，把好机关党风廉政建设风险
点，坚定不移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
工作，不断提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
机关管党治党工作水平，为推进新时
代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更加坚强
的组织保障。

自治区纪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到
会指导。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那顺孟和讲话
吴团英李荣禧廉素王波和彦苓出席

■上接第1版 他强调，面对新时代
新使命，全区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持“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
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履行好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
主要任务，进一步筑牢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
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

环境。
李佳要求，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狠下功夫，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
诚，学出使命担当；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深化
平安内蒙古建设，增强各族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快法治内蒙古
建设进程，将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把现代科技作为大战略、大引擎，加大
力度推进智能化建设；始终把政治建
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既政治过
硬又本领高强的新时代政法队伍。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新时代我区政法事业新篇章

■上接第1版 这样的幸福城市调查
结果，折射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清晰脉络——GDP不再是城市竞
争力的决定性指标，而“美好生活”目标
成为城市发展的全新引擎。

回望过去5年，呼和浩特实现了新
常态下的新发展，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
就，令人倍感振奋和鼓舞，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与日俱增。5年
来，呼和浩特市城乡面貌明显改善。新
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化率达到
69%。深入实施了老城区改造和新建区
提质工程，大力推进地上路网及地下管
网互联互通，累计完成城中村（棚户区）
改造1828万平方米，新增市政道路960
万平方米、园林绿化3.1万亩、地下管网
2900公里。

加快打造立体化交通体系，二环快
速路建成通车，地铁1、2号线一期工程

全面推进，新增一级以上高等级公路
460公里，呼包鄂集、呼准鄂动车组通车
运行，呼张高铁呼集段投入运营。新机
场迁建获得国务院、中央军委立项批复
和国家发改委可研批复，白塔机场成为
我国第32座旅客吞吐量千万级机场。

深入开展了治山、治水、治气、治土
专项行动，完成造林绿化198万亩，城
市空气质量位居北方15个省会城市前
列。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城乡基础
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
著提升。

5年来，呼和浩特市民生保障持续
提高。市本级累计投入各类民生资金
1128.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4%。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 增 长 8% ，分 别 达 到 43000 元 和
15700元。建设各类就业创业基地和孵
化器43个，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

在4%以内。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更加健全，养老、医疗、低保等保障标
准逐年提高。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
9.9万套，改造农村危旧房3.1万户，整
治老旧小区1394个，为4.8万户居民解
决了房屋产权办证难问题。

大力推进精准脱贫，10.2万人实现
动态稳定脱贫。积极发展教育、医疗卫
生事业，入园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
开展，覆盖城乡的四级公共文化网络
基本形成。社会治理不断加强，安全生
产形势平稳，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位居
全国前列。

【新闻链接】
2017年，《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全

新升级。大调查采用“大数据挖掘+公众
调查”的方式，确立了“中国美好生活指

数”指标体系，旨在全面了解中国人对
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生
态的感受和满意度。

“中国美好生活指数”指标体系包
含3个一级指标，38个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包括：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

二级指标包括：薪酬水平、物价水
平、福利水平、工作强度、晋升空间、
住房条件、养老质量、孩子成长、自我
价值、消费便利、政府办事效率、政府
服务意识、教育培训、治安状况、信息
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生态环境、
社会保障、诚信状况、法治观念、道德
规范、行业前景、交通状况、廉政反腐、
政商关系、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家庭
和谐、人际社交、社会认同、心态情绪、
业余生活、精神追求、榜样力量、文化
自信、同事关系、团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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