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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辽市国税局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以“执行
协定维权益、改善服务谋发展、规
范管理促遵从”为抓手，持续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助力“走出去”企业
行稳致远。

该局不折不扣执行税收协定新
政策，近2年为享受协定待遇企业减
免税1860余万元，有效消除了双重
征税，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通过
实地走访，充分掌握“引进来”和“走

出去”企业涉税诉求，积极解决涉税
争议、维护税收公平，为跨境纳税人
提供稳定明确的税收政策和透明公
平的税收环境注入力量。

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持续优化纳税服务举措，运用“互联
网＋”思维，拓宽微信群、微信公众号
等税收咨询服务渠道。结合地区特
点，制作汉、蒙、英三语宣传手册和政
策福利包发放辖区企业。完善企业
需求普查机制，定期开展“走出去”企

业高层走访活动。
全面加强企业境外涉税信息管

理，整合商务局、外汇管理局等第三
方数据，建立健全“走出去”企业基
础清册信息。深化税收分析，定制
个性化涉税风险提示，帮助企业建
立风险内控机制，为企业遇到的跨
境投资、企业并购和重组、关联交易
等涉税事项提供事前、事中指导和
操作建议，降低涉税风险，促进税企
遵从合作。 （苏雅）

通辽市国税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助力“走出去”企业行稳致远

在美丽的“红城”乌兰浩特，有这
样一支队伍。他们时刻坚守岗位、严
阵以待，致力于打造“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精英保电团队，他
们就是国网乌兰浩特市供电公司乌
兰哈达供电所。

保电救援冲锋手
4月2日，辖区内公主岭10千伏

线路旁的大树被风刮断，如不及时处
理，将被风吹倒压到线路上造成线路
故障。乌兰哈达供电所接到群众电
话，即刻派工作人员前往，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修剪，消除了对线路的威
胁。

同日，乌兰哈达供电所的工作人
员在巡视220千伏线路时，又接到群
众电话说混都冷地区有一棵树着火
了。供电所员工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通过和林业警察的配合火速将其扑
灭。一天之内发生两起树木引起的
电力事故险情，乌兰哈达供电所所长
魏洪山意识到事态非常紧急，在事故
处理后，迅速派出3支特训小组全面

排查，同时提醒辖区内春耕的农民朋
友要遵守消防安全准则，切勿采取

“危险动作”，做好安全措施，防患于
未然。

“十年磨一剑”
有道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乌兰

哈达供电所过硬的专业素质使他们
能妥善处理突发险情，但他们之所以
临危不乱却另有“隐情”。

4月10日，笔者来到乌兰哈达供
电所，却发现六七名电工师傅在值班
室忙的热火朝天，热闹的气氛一扫心
中的阴霾。经询问，原来是辖区村屯
要统一更换新型电能表，所有人都在
忙着做准备工作。

“更换电能表还要做什么准备工
作？”听到笔者的疑问，一位老电工说
出了答案：“咱们干的活，是抢修。啥
叫抢修？突发故障需要处理才叫抢
修，电力设施突发故障不会提前和咱
们打招呼，所以要提前打好‘预防
针’，做好了准备，出了什么事咱们都
能‘药到病除’。”

有备无患，这才是乌兰哈达供电
所全体班组成员心中的“定海神针”，
正是这十几年如一日的细心打磨，才
打造出这样一支“保电尖兵”。

“居民贴心的红马甲”
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工作，具备

手到擒来的技术本领，面对任何故障
都能妥善处理。但归根结底，供电所
的首要目的依然是提高居民安全用
电意识、保证安全供电。为实现这一
目标，乌兰哈达供电所成立党员服务
队，穿上红马甲，将优质服务与安全
用电宣传结合在一起，多次开展安全
用电宣传活动。将最便捷的服务带
到用户身边。乌兰哈达供电所党员
服务队的一言一行在辖区居民圈子
内有口皆碑，被誉为电力“110”。

乌兰哈达供电所成立多年以来，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型电力人
才，他们阅历丰富又勇于革新，经过
了时间的打磨与锤炼，这支老牌“保
电尖兵”将继往开来，一往无前，电亮
草原。 （潘浩）

一往无前的“保电尖兵”

5月16日上午10时，宁城县一肯中乡八里铺村的村
民富久全坐在地头，看着清澈的深井水顺着垄沟哗哗地流
向自家的果树园，刚刚完成授粉的扁杏树叶吐翠，在阳光
的照耀下显得愈发生机盎然。这是开春后浇的第二遍水，
这遍水很关键，浇的也很及时。

谈起扁杏树，就离不开杏树园浇地的话题，富久全向
前来服务的宁城县供电公司大明供电所党员服务队队长
杨占军打开了话匣子，“以前扁杏园浇地很困难，每次浇地
都是用柴油机浇地，或者把电线从很远的村里临时拉线过
来，由于超供电半径，电压低，水流还小，既费力费钱又不
安全。现在好了，供电公司直接把变压器电线架设到机井
边，而且每个机井一块表，按到户表计算电量电费，没有线
损，不像原来，几个机井一块总表，浇完地还得要承担线
损，太好了，现在需要浇地时一合闸就行了……”

据“老富”介绍，在“井井通电”后，浇一亩杏树园的成本
由45元降低到28元，浇地的时间也减少了1/3。受益于井
井通电工程，因为用电方便、浇灌及时、水源充足，农民由原
来浇抗旱水变成浇丰收水，扁杏产量大幅度提高，2017年
富久全的扁杏亩产达5000斤，增产800多斤。

农民心中有一本明白账。看到“井井通电”带来的方
便和实惠后，宁城县一肯中乡八肯中村的蒋国丽，为自己
的葡萄园引进了新品种——吉紫香。这种葡萄果肉硬脆，

品质机优，生长周期短，不易脱粒，特耐储藏运输，而且卖
价高。

“之前每到春汇高峰期，整个乡镇数万亩大地、大棚、
种植园一起浇地，电压低，机井出水慢，费时费力还多花
钱。现在变压器、动力电接到机井后，不到两天我的葡萄
园就能全部浇完。”“井井通电”后，葡萄园灌溉用水问题解
决了，蒋国丽对今年的收成信心十足。

据统计，2017年，宁城县供电公司大力实施“井井通
电”工程建设，共完成220眼农田机井通电和37个自然村
动力电改造任务，新增改造配变216台，合计容量3.22万千
伏安，新建10千伏线路77.941千米，新增0.4千伏线路及
地埋电缆228千米，解决了3572眼机井的灌溉用电问题。
涉及灌溉农田面积达2.56万亩，减少农民灌溉费用71.53
万元；“井井通电”建设有效改善了农村电网的供电情况，提
高了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为广大种养殖户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用电环境。“井井通电”工程，也为宁城县实施精准扶
贫，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随着“井井通电”工程的全面实施，农业灌溉成本显著
降低，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基本农田、种植园、蔬菜大棚
的产量和效益实现了稳步增长，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实惠，他们谈起“井井通电”工程就乐得合不拢嘴。

（赵殿军 秦少东）

“井井通电”让农民乐哈哈

提起国网宁城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王东
辉同志，大家都为他爱岗敬业，创新工作点赞，为他取得的
成绩点赞。他带领团队在2012—2017年宁城县农网工
程建设中，3次荣获“国网百佳”称号；在两年攻坚战工程
建设中，赢得“国家电网公司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两年攻
坚战’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敢于拼搏 争创一流
2005年至2009年，正是宁城公司建设市一流、东北

公司一流及国网公司一流阶段，当时设备投运时间长，设
备种类多，原始资料匮乏，但他不等不靠，与其他两名专责
一道从零开始，深入到每一个设备场地，不分假日、早晚，
按照建设一流标准，为每台设备建立档案，完善维护、检
修、淘汰制度。这些设备档案资料以及规章制度的建立，
为宁城公司供、变电设备的维护、检修及淘汰，提供了可靠
的理论数据，也为一流县供电公司建设及企业未来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网工程 谱写篇章
做好电网规划的滚动修编，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

原则，充分应用电网诊断分析、隐患排查结果，认真讨论电
网、设备需解决的问题，存在的隐患，提出有针对性的、科
学的、合理的建议和意见，确保项目计划准确、可实施性
强，做到项目储备常态化。

农网工程不仅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为了打造全优
工程，他带领团队“样板引路，以点带面”，按照国网标准，

2012年组织参与实施了二十家子台区样板工程，当年就
被国网公司评为农网“百佳工程”。随后在2013年、2014
年他组织参与实施的柳树营子、章京营子低压台区改造工
程，又荣获“国网百佳”称号。样板工程的建立，使宁城县
低压台区改造工程有了看得见、摸得着、可学习的样板。

他带领团队不断推出小改革、小发明、小创新来提
高农网改造工作效率。2014年，由他牵头研究的QC课
题——“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和“绝缘导线的尾线加固”分
别荣获赤峰供电公司QC成果评审二、三等奖，2015年研
究的QC课题——“穿线固定架”获得赤峰供电公司QC成
果二等奖。

无悔青春 建功立业
王东辉同志在担任宁城县供电公司团总支书记期间，

把团青工作与党的建设相结合，将“青春光明行”“学习雷
锋”等主题活动与客户服务结合，为他们检修电力线路、讲
解安全用电知识；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建立便民联系卡，
定期上门服务。他还动员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各级单位组
织的知识竞赛、文体活动，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不仅为公司
争得了荣誉，而且也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增强了
团员青年的集体荣誉感。在2013年，他被赤峰市团委授
予“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他深知成绩只代
表昨天不代表将来，他将继续挥洒自己的青春与汗水，为
自己深爱的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裴少武 秦少东）

忠诚企业挥洒青春

“老赵”在宁城县大明供电所辖区内，大名鼎鼎，客户
们都熟悉他、尊敬他。老赵的名字叫赵殿军，是宁城县公
司大明供电所的一名普通的外线工人，中共党员、营配班
长。其实，“老赵”并不老，才46岁，由于长期工作奋战在
第一线，风吹日晒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好多。

路，是由沙粒、碎石灌注而成的。“老赵”就是电力企业
千万铺路石中的一粒沙子。28年前，“老赵”他怀着年轻
人的满腔热情和理想，被安排到宁城县供电公司工作，从
此成为农电的一名员工，面对生产线路、设备、图纸既好奇
又陌生，那些成套的设备，纵横交错的线路，让他目不暇
接，厚厚的图纸，难懂的符号，更让他感到举步维艰。白天
下乡他认真听师傅讲，虚心向同事请教，晚上利用休息时
间学习专业知识。水滴穿石非一日之功。他所付出的辛
勤汗水终有回报，凭借着一股坚韧不拔和敢于拼搏的精
神，很快成为班组里的业务骨干。

每到春汇夏浇季节，为确保高效服务，他总是第一时
间出现在抢修现场，当好百姓的电力保护神。那是3月30
日18时左右，大明镇城里村贺永军打来电话说：“村里的
农灌变压器停电了，无法浇地。”正在吃饭的他，立即放下
饭碗，带领值班人员奔赴事故现场。

2017年，是最繁忙的一年，县公司下达的网改、低电
压治理、技改工程、隐患排查、高低压GIS、PIS录入、补录、
筛查，营配贯通等工作，哪一样也少不了他。低电压治理、

网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架线施工，线路要在老百姓门口
或田间经过，挖坑、立杆、架线，如何做好协调与沟通尤为
关键，他上门给老百姓做工作，以真情与真诚感化了老百
姓。在施工现场，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一个党
员模范就是一面旗帜。

“老赵”就是供电辖区内的电力线路活地图，哪个变
压器、哪个开关、电容器安在哪，哪棵是转角杆、耐张杆，
哪个出口哪棵杆线下有树等缺陷，他张口就来，都装在
他们的脑海里。望远镜、照相机、工具、笔记本是他的随
身基本装备。

20多年的春节，父母总想等他一道吃个团圆年夜饭，
可他一次次让他们失望，每一个除夕夜，当千家万户都沉
浸在团聚的喜悦中时，而他确在单位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呵
护这万家灯火，巡视线路、处理缺陷……

回顾上班这些年，“老赵”无怨无悔在自己熟悉的工作
岗位上辛勤工作了近30个春秋。2000年至2017年连续
16年被宁城县供电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党员先锋岗”“创先争优活动模范”“工人先锋岗”“党
员示范岗。”

日月穿梭，寒暑交替，“老赵”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不
仅是年龄的增长，更是工作的艰辛，沧桑的脸上是对电力
事业付出的真实体现。

（秦少东）

不忘初心的“老赵”

课外研学 感受传统文化
5月21日，小学生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漠文化创意园内体验皮影戏表演技

艺。当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漠文化创意园举行“体验非遗技艺 感受传统文
化”中小学生课外研学活动。来自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贝尔路小学的200多名学生
现场体验了手工制作灯笼、木板年画手工技艺、皮影戏表演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 王磊 摄

本报呼和浩特5月21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近日，记者从呼和浩特
市交通运管运输部门获悉，为做好今
年高考考生爱心送考活动，从5月 21
日起，需要送考的考生报名工作正式
开始，呼和浩特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
志愿者服务队将为报名要求送考的考
生，进行定人、定车、定点送考服务。

凡是呼和浩特市区家庭贫困、行
动不便、距离考场路途较远且交通不

便的考生，或父母都是一线工人的考
生均可报名，报名截止至6月1日。

据悉，呼和浩特市出租汽车行业
志愿者义务送考活动，是由呼和浩特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牵头举办的大型志
愿者服务活动，已连续举办16年，累
计组织行业志愿者5107人，客运出租
汽车 3112 台，免费接送考生 4261
人。目前，该活动已成为首府志愿者
服务活动的一个品牌。

首府高考爱心义务送考活动21日开始报名

本报呼和浩特 5月 21日讯 （记
者 刘洋）近日，呼和浩特市农村工作
委员会印发《关于下达2018年度市本
级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项目资金的通
知》，预算安排并下达了 2018 年度市
本级财政专项扶贫项目资金 2.05 亿
元。

该批资金安排产业发展资金1.48
亿元，支持各旗县区、开发区作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
过发展优势产业，采取“股份合作、规
模种养、集约经营、效益分红”的发展
模式，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实现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安排金融扶贫

富民工程风险补偿金2700万元，在武
川县、清水河县实施金融扶贫贷款基
础上，将金融扶贫富民工程扩大到5个
旗县。安排保险助推脱贫项目资金
2000万元，在武川县、清水河县开展保
险助推脱贫攻坚示范旗县工作基础
上，将全市所有享受扶贫政策建档立

卡38491人全部列入保险助推脱贫攻
坚范围，通过保险兜住贫困人口生产
和生活风险底线，增强脱贫抗风险能
力。安排“以奖代补”奖励资金1048.5
万元，在武川县、清水河县、和林县、托
县、土左旗、赛罕区给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设立公益性岗位给予补贴。

呼和浩特市下达财政扶贫资金2.05亿元

本报阿拉善5月21日电 （记者
刘宏章）5月21日，由内蒙古扬帆新材
料、信泰华科技、世杰化工3家企业总
投资43亿元的3个重点项目在阿拉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巴音敖包工业园
区集中开工。项目涉及高新材料、医
药和农药等领域，这些项目的开工建
设及投产达效，对进一步做大阿拉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总量，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由内蒙古扬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计划投资 10 亿元新建的光引剂、医

药中间体项目是浙江扬帆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对外投资的第一
家全资子公司的首个项目。该项目
分 2 期建设，一期投资 5 亿元，将于
2019年 5月建成投产，整个项目在 3
年内完成投资，全部建成后可实现销
售收入 15亿元、利税 3.65亿元，为当
地增加就业400人；由内蒙古信泰华
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20亿元新建
15000 吨/年二氨基甲苯、15000 吨/
年苯并三氮唑和 15000吨/年甲基苯
并三氮唑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业
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专业度最集

中的有关二氨基甲苯单体分离及衍
生品开发的高科技企业。该技术目
前取得了 5 项清洁分离技术国家专
利，产品品质达到高纯级别，远超国
家标准及国际客户要求，建成投产后
可填补国际、国内的技术空白；由内
蒙古世杰化工有限公司投资生产
10000 吨/年甲黄草胺和 3000 吨/年
丙炔氟草胺项目，一期工程项目计划
投资12.9亿元，甲黄草胺和丙炔氟草
胺产品在环境中易降解，是农药中间
体和新型除草剂，建成投产后可实现
销售收入37亿元、税收2亿元。

阿拉善高新区总投资43亿元3个重点项目开工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张涛

5月15日，记者见到阿腾苏都时，这
位年届80，满头华发的老人，思维敏捷，
睿智豁达，看着她对病人耐心亲切的样
子，觉得更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奶奶。在
基层医疗岗位工作了60多年的她，在耄
耋之年仍为患者诊疗治病。

上世纪50年代，限于当时的医疗
条件，乌审旗产妇及新生儿死亡率均较
高，许多妇女身患妇科疾病，却没条件
医治……在阿腾苏都印象中，母亲就是
因为妇科病，在她七八岁时离她而去，让
她过早地失去了母爱。

1956年，为改善草原医疗水平，乌
审旗选送一批人赴呼和浩特市学习助产
及妇科技能，阿腾苏都是被选送的人员
之一，那年她16岁，从此，她便踏上了基
层医疗之路。

“那时候，我们骑着马去接生……”
她几乎走遍了乌审旗72个大队，经常是
几天几夜骑马颠簸在漠间河谷。逢年过
节，冰天雪地，半夜三更，都挡不住她出

诊，虽然历尽艰辛，能有生命被挽救，便
让她倍感欣慰。她常说：“母亲是因为妇
科病去世的，我一定要学好妇科病的治
疗技术，为草原上更多姐妹解除病痛。”

让她始终难以忘怀的是，1962年夏
天，为治疗当时草原上常见的妇科病子宫
脱垂，包头291部队医院免费来纳林河送
医，旗里派阿腾苏都去打前站。那天下着
大雨，纳林河水暴涨，河面比往常宽了几
倍，小桥也被洪水冲走了。阿腾苏都上马
起身，天黑了才到达纳林河边，面对滚滚
河水，马都望而却步了，心中只想着工作
任务的阿腾苏都把马拴好，背着药箱和用
塑料包裹的行李，趟入河里。“也不知道自
己哪儿来的勇气，也许是求生的本能，我
拼命用手抓住水中的树枝和庄稼秸秆等
漂浮物，不至于让自己沉底，就这样在水
中坚持着，后来神奇般地被大水冲到了对
岸。”爬上岸的阿腾苏都精疲力竭，又怕又
累的她恰巧遇到夜巡的大队干部，而此时
已是午夜2点多钟。

只上过小学的阿腾苏都总说自己文
化不高，但由于刻苦钻研，医术却是远近
闻名。她曾经一晚上骑马奔波在草原，

为7个产妇接生。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
的医疗技术，阿腾苏都在当时的伊盟医
院进修3年，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完成
600多例妇科手术，见识了各种妇科疑
难杂症，加上多年的基层打磨，她的医疗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被组织提拔担任了
乌审旗妇幼保健所所长。

“面对组织的信任，只有服从了。老
实说，我当时年富力强，还想在医院继续
从事专业工作。”这一干就是18年，直到
退休。

18年来，乌审旗妇幼保健所从一无所
有，到后来的全国文明单位，与阿腾苏都
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几十年的过度
劳累，她被糖尿病、胆囊切除、神经衰弱、高
血压、风湿病缠身，但人们从未见她耽误
过工作。乌审旗妇幼保健所荣获全国文
明单位殊荣后，阿腾苏都多次赴各地参加
表彰活动并作典型发言。“乌审旗妇幼保
健所从零起步，现在能得到这么高的荣
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阿腾苏都说。

退休后的阿腾苏都也没闲着，不少
妇科医院请她坐诊，找她看病的人也络绎
不绝，“从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和患者产

生过纠纷，我热爱并尊重我的职业。”
2016年10月，阿腾苏都乳腺出现问

题，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确诊治疗，但因
为当时有几位患者慕名前来住院看病，其
中一名叫阿拉腾花的贫血病人还是从伊
旗来的，她不忍心扔下病人，又耽搁了下
来，心急的儿子忍不住埋怨：“你一天到晚
给人看病，自己的命不要了？”当她跟随儿
子到天津一家医院检查时，被查出乳腺
癌。看着几近崩溃的儿子，她却坦然地安
慰说：“妈妈已经活了快80岁了，有病不
用害怕。”阿腾苏都在这家医院做了乳腺
切除手术，现已完全康复。

60年从医生涯，阿腾苏都荣誉等
身。今年1月10日，中央文明办在广东
惠州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发布2017年12月“中国好人
榜”，乌审旗“白衣天使”阿腾苏都入选

“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

阿腾苏都：只为解除更多草原妇女的病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