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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阿拉善5月28日电 （记者 刘宏章）随着夏季的到来，站在
贺兰山顶举目望去，一片片油松绿意盎然，就连山脚下经飞播造林后
逐渐恢复的贺兰山矿区也被一抹茂密绿色覆盖；向阿左旗古拉本矿区
远眺，自去年开展贺兰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后，昔日黑色渣台也已被
黄土覆盖，上面种植了松树、榆树等，从远处眺望，连片的植被和山体
相融，在蓝天映衬下摇曳着绿浪。

“贺兰山下古拉本矿区生态的恢复，是盟里去年实施贺兰山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取得的成效。我们一手抓治理，一手抓造林。随
着环境综合整治的深入推进，阿拉善的“母亲山”正恢复她原有的容
颜。”阿拉善盟林业局局长陈君来说。

贺兰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和水源涵养林区，也是
阻挡腾格里沙漠东侵和西伯利亚寒流侵袭的天然生态屏障，其生态环
境直接影响到黄河、宁夏平原、河套平原以及西北、华北地区的生态安
全。做好贺兰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护好阿拉善的“母亲山”，对于
筑牢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保护

区内煤炭资源富集，有不少矿产资源开采加工项目在保护区内设立，
且大部分是在保护区成立前就已存在，如太西煤集团古拉本煤矿，上
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采挖；二道岭煤矿、大岭煤矿相继于上世纪80年代
初设立，后来又陆续出现阿盟丰源公司三、五矿。2006年至2011年，
受经济利益驱使，保护区周边又出现一些小型洗煤厂，保护区一度受
到污染的严重威胁。

近年来，阿拉善盟对贺兰山地区矿区环境问题进行过多次整治，
虽然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隐患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为
此，阿拉善盟成立了专门组织机构，于2017年6月15日打响贺兰山地
区生态环境隐患集中整治攻坚战。

从全面清理贺兰山保护区内的工矿企业入手，由贺兰山管理局联
合国土、工信、环保、林业等部门成立4个工作组，对保护区进行全面清
理整顿。通过建立问题整改台账、约谈企业负责人、下发企业关闭和
拆除通知，限期拆除各类生产生活设施设备、永久封闭井口、封闭矿区
进出道路等措施，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整治，有效遏制了

保护区内违法违规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行为。经过125天集中攻坚，
投入1000多万元，对保护区62家洗煤厂全部予以拆除。清理垃圾7
万多吨，平整场地近10万平方米，拉运黄土37万余立方米，矿区环境
治理10万余平方米，渣台边坡整治46.5万平方米，采挖坑回填200万
立方米；封闭煤矿井口17处，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率达100%。此后通
过飞播造林和人工造林相结合，进一步提高贺兰山矿区林草植被覆盖
度。

经过不懈努力，目前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连续68年无火
灾的骄人成绩，森林覆盖率由2001年的51.8%增长到目前的57.3%，
马鹿增加到6000只，岩羊增至5万只。

“今后，我们要严防死守生态红线，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贺兰山。
严格按照保护区管理职责和相关法律规范，更好地保护监管好贺兰山
生态环境安全。只有把‘母亲山’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好了，才能将贺
兰山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的作用发挥好。”贺兰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金廷文说。

阿拉善盟要让贺兰山重披绿装

本报包头5月 28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截至目前，包头市累计更换了2000余块街
道名称翻译不准确标牌，社会市面蒙汉文并用
率达100%，规范标准率达95%，有效提升了
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水平。而这仅为
包头市规范蒙古语言文字应用工作呈现亮点
的一个侧面。

一直以来，包头市高度重视规范蒙古语言
文字应用工作，全面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法规，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关于民族语文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
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积极稳妥开展蒙古
语文工作，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
服务。该市形成了市、区两级蒙古语文工作管

理网络和跨旗县区蒙古语文协作体系，市级设
有蒙古语文科、蒙文翻译中心，各旗县区均设
有翻译中心，均配备专职翻译工作人员，确保
蒙古语文工作健康发展。

包头市积极打造“一周两月”活动载体，把
每年4月作为民族政策宣传月、每年7月第1
周作为民族法制宣传周、9月作为民族团结进
步活动月，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
容。自2012年以来，在全市少数民族青干班
上开设蒙古语会话课程，举办全市县级干部蒙
古语会话班、老年大学蒙语会话班。包头市机
关工委、包头市民委联合举办机关干部蒙语常
用语培训班，为更好地服务少数民族群众，提
供了有效平台。为激发广大群众学习蒙古语
言文字的热情，方便兴趣爱好者们在家学习蒙

语，包头市民委与包头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开
心棒棒糖——快乐蒙语一点通》节目，每天下
午 6点 30分在包头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播
出。

包头市大力支持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推广
蒙古语标准音事业，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举办
各类型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活动。连续
多年举办蒙古语金秋诗会和包头市双语教师
标准音才艺大赛等活动。每年对市五区各街
道两侧户外牌匾进行摸底调查，形成图文并茂
的自查报告，为日后集中治理整顿提供第一手
资料。每年民族法制宣传周期间，包头市民委
与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
成立督查小组，对全市10个旗县区主要街道
和高速公路出入口处的立柱、墙体、灯箱、旗杆

等户外广告及候车厅、社区服务中心的蒙汉文
并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近一年来，统一设计
制作更换牌匾达3万余块。

包头市不断培养培训蒙古语文翻译人才，
逐步提高蒙古语言文字优秀出版物的数量和
质量。蒙古文刊物《蒙科土拉嘎》创刊36年发
行了119期。2015年完成的“五当召蒙古文
历史档案”整理、分类、编目工作，入选第四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该市民委正在
进行《包头市志》的汉译蒙翻译工作。以包头
市蒙古族中学、包头市蒙古族学校、九原区蒙
古族小学为试点，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工
作，切实加强探索与改善蒙古语授课教学深度
信息化进程，促进包头市蒙古族学校整体办学
水平的提高。

包头市：每晚相约《开心棒棒糖——快乐蒙语一点通》

本报乌海 5 月 28 日电 （记
者 于海东）在一阵缝纫机有节律
的嗒嗒声里，齐治芳又快乐地编织
起自己的幸福梦。家里种着地、养
着猪，闲时靠做手工编织还能多些
收入，她感到很满足，踩在踏板上，
仿佛是跳着韵律舞。

齐治芳是乌海市海勃湾区千
里山镇巴音乌素村的一名普通农
妇。家里日子谈不上多么富裕，但
积极乐观的她总是寻找着增收的
机会。前年，镇里引进了一家公益
企业——乌海市源联巧手工艺有
限公司。这家企业不仅免费培训
编织、绣花、缝纫技能，还揽来订单
给村民做，帮着村民增收。齐治芳
加入进来，农闲时跑来公司做活，
农忙时就在家里抽空做，1年增收
三五千元，而且不耽误农活，她很
知足。

自打公司来到镇里，已经有
100多个村民在这里找到了增收的
门路。由于是公益企业，公司不赚
钱，镇里给企业提供了办公生产用
房，企业不仅为村民提供手工编织
的机会，还帮助村民售卖猪肉、羊
肉和蔬菜等农产品。企业董事长
张立彤是一名退休教师，还是千里
山镇妇联兼职副主席。“手工编织
和缝纫裁剪的活适合妇女干，工作
时间自由，在家或者来公司做都
行。”她表示，由于是刚走上正轨，
等以后公司订单多了，村民会增收
更多。

加入到乌海市源联巧手工艺
有限公司的职工不仅有村里的妇
女，还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从企业
下岗后来到公司的张丽，心灵手
巧。2016年，公司送她参加了内蒙
古首届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培训
班。培训后，她不仅学会了传统服
饰制作，又自学了编织花样。如
今，她每月仅服饰制作和编织收入
达1500元左右，加上在公司物业工
作，每月总收入近4000元。

如今，公司与海勃湾区近700
户的贫困户建立了扶助关系，成为
自治区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和海勃
湾区光彩事业精准扶贫示范基地、
少数民族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带动
了120多人居家就业。这些员工不
仅能够缝纫，而且能编织出20多种
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披肩、手套、
围巾、帽子，以及时髦的抱枕、鞋
垫、手包等手工艺品。除了帮助增
收，公司还帮助联系市里的医院，
每年免费为村里的妇女体检。

乌海妇女
携手企业
编织幸福梦

■信息群

本报呼和浩特5月28日讯 （记者 刘洋）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政府办公厅获悉，呼和浩特市
近日起调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待遇。

据悉，布病、结核病实行免费治疗，治疗费用先
由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个人负担费用由
公共卫生经费承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基本医
疗保险住院起付线降低50%，年度内同级别医疗
机构再次住院的，取消起付线；报销比例在非精准
扶贫对象支付标准的基础上提高10%。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达到90%的，一级医疗机构
报销比例达到95%的，均不再提高。此外，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认定为门诊特殊慢性病的，发生的门诊
医疗费报销比例在原标准基础上提高15%。精准
扶贫对象可自主选择定点医药机构治疗。

另外，城乡居民大病补充保险筹资标准由呼
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定，根据基金
运行情况适时调整。所需基金从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划拨，居民个人不再另行缴
费。呼和浩特市农委2018年 1月 10日印发的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扶贫政策）有关情
况说明》确定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8491人全部
纳入城乡居民大病补充保险保障政策的调整范
围。之后年度大病补充保险保障范围仍按呼和
浩特市农委当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确定。

呼和浩特市

调高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待遇

本报通辽5月28日电 （记者 薛一群）近
日，通辽市举行市本级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启
动仪式。通过整合各部门派驻人员，设立综合窗
口，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
口出件”的工作模式，各部门协同办理，开展并联
审批、容缺预审、全程代办、限时办结等，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高效集成的政务服务。

据了解，“最多跑一次”改革是通辽市推进
“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工程。“最多跑一次”改
革以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进一步简化优
化办事流程、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加快政务服
务网络系统建设、推进事项办理标准化为重点，
全面梳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分期分批公
布“最多跑一次”办事事项清单，预计8月底前，
市本级实现企业和群众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最
多跑一次”事项达80%以上。改革实施范围包括
市本级和各旗县市区政府部门办理的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以及苏木乡镇（街道）和嘎查村
（社区）办理的便民服务事项，切实解决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由目前的“现场申请、快
递送达”，逐步实现“网上申请、快递送达”“网上
申请、现场取件”“网上申请、网上办结”等方式。

通辽市

“最多跑一次”
实现高效政务服务

本报满洲里5月27日电 近日，满洲里海
关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日哈沙特口岸查获一起走
私珍贵动物制品案，当场查获走私羚羊角、狼爪
骨等珍贵动物制品，仅涉案的90根羚羊角价值
近720万元，为满洲里海关今年查获的最大一起
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

案发当日，犯罪嫌疑人将涉案物品藏匿在改
装的面包车暗格中，驾驶车辆经阿日哈沙特口岸
进境，被当场查获。经查，该名犯罪嫌疑人在蒙
古国获得涉案物品，并企图将其走私进入中国境
内贩卖牟利。经鉴定，涉案羚羊角为赛加羚羊
（高鼻羚羊）角，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2012年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物种。目前，赛
加羚羊全球仅存25.7万只。

年初以来，满洲里海关开展打击走私“国门
利剑2018”联合专项行动，将打击珍贵动物植物
制品走私作为联合专项行动重点任务之一，同时
加强同俄、蒙两国海关的执法合作，运用“智慧缉
私”“网上缉私”手段，形成高压严打态势。截至
目前，满洲里海关已立案侦办4起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案件。 （刘欣）

满洲里海关

查获一起
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5月27日，苏尼特左旗创业孵化园区圣火皮雕工作室里，进城牧民阿拉腾高勒在精心雕刻皮革。近年来，苏尼特左旗创业孵化园区采取“政府
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方式，由苏尼特左旗教育科技局牵头，重点扶持草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互联网+、畜牧产品研发、土特产、民族工艺等
创新创业产业，吸引100多名进城牧民和应届大学生进园创业。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进城牧民再就业

日前，乌海市组织纪检干部开展脱贫攻坚中腐败和作风问题执纪
问责专项整治行动。图为市区两级纪检工作人员深入海勃湾区千里山
镇新地村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

本报记者 于海东 摄

为脱贫攻坚保驾

近日，青山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暨体育特色项目展示活动举办，
共有36支代表队参加了16个项目的角逐，青山区各中小学14支学校特
色表演队 1500 余人参加了特色表演。图为北重实验小学学生表演了

“彩练当空舞、最炫民族风”。 本报记者 宋阿男 摄

最炫民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