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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 5 月 21 日电 （记者 薛一群）通
辽市农牧业局、质监局、工商局等部门通力协作，
做好农资市场监督管理、农业技术指导和春耕资
金筹备等工作。截至目前，该市水稻育秧 6440
亩，红干椒育苗 7815 亩，圆葱育苗 755 亩，农作
物播种 1085 万亩。

围绕化肥、农用地膜、滴灌带等重点产品，深入
基层旗县市区、农资产品生产企业、销售网点等进行
专项督察，开展“红盾护农”专项整治行动，对重点区
域、重点农资商品，加大执法力度，进行集中整治，严
厉查处无照经营、商标侵权、虚假宣传、制假售假等
违法行为 。组织送法下乡活动，增强广大农民维权
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科学合理制定抽检计划，严
把农资质量关卡，确保农民群众使用上放心农资商
品。充分发挥供销社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开展农
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提升农资储备配送能力。目
前，全市供销社系统经营网络苏木乡镇覆盖率
100%，行政村覆盖率在70%以上。通过已建成的
28个农资配送中心、349个直营店、1181个加盟店
进行连锁配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物流成本。积极
开展培训、宣传工作，目前各旗县区已开展农业高效
节水和农机具改造培训1250场，培训15.67万人，
累计改造农机具1.4万台（套）。全市已发放春耕资
金贷款22.5亿元，发放贷款占应贷款需求的77%。

通辽市

发放春耕资金贷款
22.5 亿元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21 日讯 （记者 刘洋）“我是共产党员，有困
难请找我！”近来，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高茂泉窑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长尤利生自费印制的上百张便民联系卡在村民手中争
相传递。于 4 月初进驻该村的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干部尤利生，为了解
村情民意，方便开展工作，把驻村“新家”安在了老支书家旁边闲置的
民居内。

今年以来，为扎实有效地开展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呼和浩特
市“三管齐下”，确保干部选派一个不少、投入保障一分不差、考核管理
一天不空。按照“硬选人、选硬人”的原则，呼和浩特市把有闯劲、能吃
苦、肯干事的年轻干部选派到基层驻村，做到因村派人，确保人岗相
适。对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658 个贫困村一村一队选派驻村工作
队，每个工作队不少于 3 人。在力量布局上，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贫困
村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村倾斜，203 个重点帮扶村由市、旗县区共同

选派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由市直单位选派，队员由旗县区选
派，其余 455 个村由旗县区选派。驻村工作队派驻时间为 2018 年至
2020 年底，脱贫攻坚期内，驻村工作队不撤离，帮扶力度不削弱。

为让广大驻村干部安心尽心开展工作，呼和浩特市进一步规范脱
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经费预算管理。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经费预算管理的通知》，明确驻村
帮扶工作人员经费由原单位部门预算统筹解决，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干
部和督导组成员驻村生活补贴按在基层实际工作时间每人每天补助
100 元；正常差旅费在原单位报销；派出单位应为督导组和驻村队员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保额每人每年不低于 30 万元；干部驻村期
间的医疗费，由派出单位按规定报销。同时，呼和浩特市财政为重点
帮扶村驻村工作队每年安排不少于 3 万元工作经费。

正是这样有力的保障，让呼和浩特市驻村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到

高质量帮扶脱贫工作中。和林县大红城乡白其夭村第一书记、脱贫
攻坚工作队队长，呼和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劳动力管理科科长马常
青在日记里写道：“工作队第一轮走访贫困户结束了，基本摸清掌握
了全村 15 户 23 人贫困户情况，梳理总结发现，年老体弱、多病、丧
失劳动能力是主要致贫原因，且居住地是危房。”在驻村一个多月时
间里，马常青带领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积极主动对接帮扶单位工
商银行呼市分行，商议新建水塔事项，解决村民饮水困难问题；协调
结对帮扶单位市园林管理局，申请帮扶下拨树苗。并多方筹措帮
扶，让村里 16 岁的段瑞清入学呼和浩特市新东方烹饪职业学校。

在驻村干部考核管理方面，呼和浩特市成立了驻村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驻村工作例会、考勤管理等制度措施，对驻村工作成效显著，
成绩突出的干部进行表彰激励；对到岗到位不好、作用发挥不好的驻
村干部及相关责任领导从严问责。

呼和浩特市驻村帮扶干部坐镇658个贫困村

本报乌海 5 月 21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5 月的乌海，天蓝地绿，树木葱茏，湖光山色美
不胜收。行走其间，让人感受到这座工业城市
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乌海
市严守生态底线，持续不断铁腕治污的努力。

由于受地质地貌、气候条件和地区产业特
点等因素影响，乌海市大气环境曾经饱受工业
烟尘、粉尘、扬尘污染。大气污染一度成为制
约该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突出短板。
痛定思痛，乌海下定决心，向污染宣战。

乌海市采取史上最严格措施，组织实施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焦化行业提标改造、矿区环
境综合整治和城区烟尘扬尘粉尘综合整治“四
大工程”，出重拳治理大气污染。在自治区支持
下，乌海市还同周边地区共同治理大气污染，与
周边盟市建立环境执法联动机制，推动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取得明显成效。仅 2017年，乌

海市就投入资金 32.5 亿元完成大气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364个，比年初计划增加了198个。

在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行动中，乌海全力推
进绿色矿山、绿色企业、绿色城市、绿色发展

“四绿”行动，力争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前
几天一场透雨过后，骆驼山矿山几处治理过的
自燃渣山绿意浓浓，山脚下去年种植的树木枝
叶茂盛，山上野花盛开，彩蝶穿飞。一家煤矿
负责人肖飞说，实践证明，自燃的渣山可以从
污染源变成芳草原。为打造绿色矿山，乌海制
定绿色矿山治理方案，进一步完善矿山企业生
态环境准入退出制度，加快实施 41 个矿区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力争申报 1 个国家或自治区
级绿色矿山。目前，已经有部分矿区经过灭火
治理，实现了复垦植绿。

全市工业企业有了危机感，都在争创绿色
企业。一家企业负责人说，现在政府排污管理

非常严，不能再有侥幸心理了，要想干下去，必
须拿出真金白银投入治污。绿色城市建设让
城里没有了露天堆场，洒水车每天不停地在道
路上降尘，建筑工地全部实现了围挡作业。为
从根本解决污染问题，乌海全力淘汰落后产
能，促进绿色发展。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
重点行业正在进行清洁生产行动，年内预计完
成 23 个项目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任务。

位于海南区拉僧庙镇一家化工厂区内，一
座高大的固体渣山层层叠叠迎风耸立。虽然
风很大，但没有尘土飞扬的场景。渣山的另一
侧，企业生产所产生的电石粉等固废正顺着一
条管道排向渣土山。这是乌海市采取的一种
新的污染治理方式，即引进有技术有能力公司
进行第三方治理。负责该企业固废处理的乌
海市宇翼环保公司负责人张强告诉记者，他们
将企业的电石粉等废渣与工业废水相搅拌，并

加入企业研发的添加剂，经过浓缩、搅拌、脱水
后输送至渣土山，以层层注浆的方式堆积存放
起来。这种固废处理方式，不仅外表坚固美
观，吹不起沙尘，这些固废电石粉还可出售产
生经济效益。第三方治理让重污染的工业企
业找到了解决污染的新出路，也增强了他们对
环保的积极性。

“大气污染防治犹如滚石上山，不进则退，
必须要动真碰硬，强力攻坚。”前不久，乌海市长
高世宏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会上坚定地
说。为让大气污染整治再取得明显成效，乌海
市今年提出要打造生态环保攻坚区，为此，全市
打响了污染防治攻坚战。截至目前，该市已组
织实施大气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150 个，完工 8
个，在建 60 个，其余项目正在推进。今年第一
季度，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 PM2.5
浓度分别下降42.9%、11.8%、8.3%和4%。

乌海市以“滚石上山”的气魄攻坚大气污染

本 报 巴 彦 淖 尔 5 月 21 日 电
（记者 韩继旺）春耕时节，河套大
地 平 畴 沃 野 上 机 声 隆 隆、铁 牛 欢
歌，一台台大型农机具活跃在田间
地头，为农牧民拉运农资、耕种磙
耙，展开全程机械化作业。

在杭锦后旗沙海镇益农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刚刚忙完小麦播
种任务的社员们正在检修、整理农
机具，为玉米、葵花大规模播种作
业做着准备。

成立于 2010 年的益农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目前已拥有大型拖
拉机 33 台、玉米联合收割机 5 台、
深松机 21 台、激光平地机 5 台，总
资产达 930 万元。日常作业区域辐
射杭锦后旗、周边旗县区以及鄂尔
多斯、阿拉善盟等地。年作业面积
6.5 万亩，服务农户 1.2 万户，服务性
年收入 217 万元。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子清说：
“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惠农
政策，深松机、拖拉机、玉米收割机
都能享受购机补贴。旗里今年还
给补贴了几十万元，硬化机具存放
场地，建设燃料库、配件库和维修
车间。”

一直以来，河套地区存在农机
具以家庭购置为主、低档次机具重
复购置，利用率低、闲置浪费比较
严重的问题，无法满足现代农业规
模化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积极鼓励
组建各类形式的专业化农机合作
社，在落实中央、自治区支农惠农
政策基础上，加大购机补贴力度，
重点农机实施项目向农机合作社
倾斜，并专门出台相应文件支持农
机合作社发展。全市农机合作社
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投资主体多
元 发 展 趋 势 ，通 过 为 农 民 提 供 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降低了生产成
本，提高了生产效益。

截至 2017 年年底，巴彦淖尔市
已拥有农机合作社 110 家，拥有农
机固定资产原值 1.58 亿元，农机化
服 务 收 入 7186 万 元 ，服 务 农 户
39353 户，农机合作社年度总收入
1.35 亿元，全年完成各类机械化作
业服务面积 126 万余亩，实现了千
家万户小市场与农机服务大市场
的有效对接。

在国家农机补贴政策支持助力
下，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生产全程机
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机总动力持
续增长，装备结构不断改善，全市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4.5%，有力地
促进了农牧业增产、农牧民增收。

巴彦淖尔市
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 84.5%

■信息群

本报阿拉善 5 月 21 日电 （记者 刘宏章）
自阿拉善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先试先行分
段操作模式，理顺内部运行机制以来，服务水平
和进场交易项目运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季
度，累计完成交易项目 104 宗，交易总额 5.24 亿
元，增收节支 2737.53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交
易量增加 16 宗，交易额增加 3033.26 万元。

据了解，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自 2014 年组
建以来，着力打造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廉洁高效
的交易平台，相继完成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
购、土地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 4 大类业
务完全整合、管办分离，盟、阿左旗两级交易平台
化学整合，盟本级 4 大类业务全程电子化交易改
革。2017 年 12 月，该中心大胆探索实行标前、
标中、标后分段操作模式，恢复政府采购中心，重
置内设机构，全员定岗定责，改变过去按业务类
型分块操作的运行管理模式，成为全区首家按业
务流程分段设置内设机构的交易中心。如今，该
中心各科室职责清晰、环环相扣、无缝对接，实现
了一个窗口受理、一个部门组织、一个机构监督，
进一步理顺内部运行管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
有效规避权力过于集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阿拉善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业务流程分段设置
走在自治区前列

本报赤峰 5 月 21 日电 （记者 徐永升）近
日，阿鲁科尔沁旗 3 个以“飞地经济”模式落地的
玻璃纤维项目在赤峰签约。这组由津竺高新特
种玻璃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佳联玻璃纤维制品科
技有限公司、华特玻璃纤维制造有限公司 3 个企
业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生产特种玻纤纱、玻纤
布、玻璃纤维靠等产品。这些由阿旗招商引资而
来的项目均落户赤峰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
就是飞地经济的魅力所在。

赤峰市在发展“飞地经济”过程中，统筹建设
“一区四园”，即赤峰经济开发区、红山高新技术产
业园、元宝山工业园、松山安庆工业园和马林有色
金属产业园。把“一区四园”作为重要项目“飞入
地”。同时，明确“飞入地”土地出让指导价格，建立

“飞地项目”首联负责和项目报备制度。眼下，规划
面积达 24平方公里的马林有色金属产业园，已成
为“飞地经济”的重要“飞入地”。赤峰云铜40万吨
铜冶炼项目由喀喇沁旗搬迁而来，赤峰金剑 40万
吨铜冶炼项目也是由红山区迁址新建而来的项
目。在这两个项目支撑下，马林有色金属产业园正
向建成中国北方最大铜冶炼深加工基地积极推进。

赤峰市

“一区四园”成为
重要项目“飞入地”

近日，乌兰浩特市民族幼儿园
蒙、汉语班举行联谊活动。蒙语班
小朋友向汉语班小朋友赠送了 24
个穿着蒙古族服装的民族特色玩
偶 ，让 孩 子 们 直 观 地 了 解 民 族 常
识，从而进一步拉近幼儿园各班级
孩子们的友情，从小培养民族团结
的意识。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

小手牵起民族情

□本报记者 金泉 摄影报道

5 月 15 日，乌兰察布电业
局深入察右后旗大六号镇大
六号村，与该村村委会联合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包括
重温入党誓词、发放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精准扶贫
学习资料以及文艺表演等 。
此外，乌兰察布电业局精准扶
贫驻村干部走村入户，为村民
修缮电路，为困难群众送温
暖。此次活动为乌兰察布电
业局开展“光伏下乡”精准扶
贫系列活动的一个侧影。

今 年 以 来 ，内 蒙 古 电 力
（集团）公司在“光伏下乡”精
准扶贫项目中，计划为 449 个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制定
接网方案并进行配套电力设
施建设，涉及 2 个盟市 10 个
旗县 503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服务 55049 户贫困户。截至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全部 12
个项目的并网意向回复，11
个项目接入系统审查，4 个项
目送出工程可行性研究审查，
1 个项目已签订并网协议。

“光伏下乡”村民乐

观看表演的村民笑开了花。

安装光伏电板后的察右后旗当郎
忽洞苏木北滩移民新村一角。

为村民安
装光伏发电输
电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