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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乌海7月9日电 （记者 于海东）“满怀信心奔小
康，来场大病全泡汤”，这曾经是乌海农区群众生活的真实写
照。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路上，乌海市找准疾病这个横亘在脱
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大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通过建立
贫困人口大病救助金，分类施策，为困难群众祛除病根，拔掉

“穷根”。
据统计，在乌海市现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为

999户，占总数的77%。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脱贫攻坚最为
突出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乌海市全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按
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建立了“精准筛查、靶向治疗、慢病管理、
大病兜底”的医疗健康扶贫服务模式。

家住海南区赛汗乌素村的建档立卡户周二来和老伴都患
有心脏病等慢性病，常年需要吃药打针，医疗费是家庭的主要
开支。去年，他跟老伴住了10多天院，花了1万多块钱，自己

才掏了500多元。
乌海市卫计委副主任孙乐介绍，该市建立了贫困人口大病

救助基金，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对贫困
人口患大病住院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报销
后，个人实际报销比例未达到90%的，用基金予以补助。在实
施中，全市3区又根据各区具体情况对贫困人口报销比例进一
步提升。截至目前，3区就医费用报销比例均达到95%，个人
年度支付超过5000元部分全部由政府兜底。

同时，贫困户在就医流程上也享受优惠，患病后到定点医
疗机构看病时，无需交押金即可直接看病；出院时，再按以上比
例进行结算，只需付自付部分即可。此外，乌海市对贫困户建
立了先诊疗后付费、家庭签约医生、免费基本医保等一系列优
惠政策。

乌海市卫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上门为患慢病群众进行鉴
定，建立“一户一档”健康扶贫档案，并免费送药上门，并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员免费体检。同时，开展分批分类救治，截至目
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大病集中救治14人，慢病签约服务
306人，重症兜底保障120人。

周二来说，村里医生白晓梅是他家的签约医生，白医生基
本一个月左右就要上门给检查一次，平时也是电话联系不断。
在海勃湾区千里山镇新地村贫困户赵子清家，他展示自己的小
药箱，并一一拿出里面的速效救心丸等药品让记者看。在乌海
市每个贫困户家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小药箱。

既保大病又防小病，这是乌海市健康扶贫的一个目标。为
了防病，乌海市还营造全社会参与的帮扶氛围。乌海市妇联开
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两癌贫困母亲救助”等关爱贫困妇女儿
童活动，发放各类救助金近170万元，2000余名妇女接受免费
体检和“两癌”筛查；农工党乌海市委组建健康扶贫教育基地，
从社会服务工作长效机制出发，与基层卫生服务中心每月联合
举行大型扶贫教育活动，邀请北京及乌海周边医院专家坐诊。

乌海脱贫攻坚：找准病根下猛药

本报呼和浩特7月 9日讯 （记者 刘洋）入
夏以来，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们越发忙碌起
来。在土左旗，由于春季倒春寒袭击，开花较
早的杏、李子、苹果、梨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
冻害，产量大大减少。得知情况后，专家石
岭、李小燕 2 位教授立即深入实地进行技术指
导，再三叮嘱农户加强管理，合理修剪枝叶，
提高果实品质。

打赢脱贫攻坚战，核心是产业，关键靠科技。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不断推
广良种良法加大科技示范，强化技术培训，有效带

动精准脱贫跑出加速度。目前，呼和浩特市已形
成一套专业性、针对性强劲的科技特派员服务体
系。科技特派员以归属地为依据，分别成立了工
作团。同时，按专业归属，成立了专家团，细化
分为蔬菜、果树、食用菌花卉、畜牧、综合服务
5个专家组。每个专家组带领10名以上的骨干科
技特派员，骨干科技特派员辐射基层科技特派
员。

通过科技特派员，该市持续加大优良品种选
育和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力度，不
断增强贫困地区科技服务能力。此外，呼和浩特

科技特派员信息已实现与内蒙古星火科技12396
信息服务体系的结合，并建起赛罕区金河镇永业
蔬菜科技信息服务站、和林县盛乐镇大田作物科
技信息服务站等 3家“12396”农村牧区信息化基
层服务站。农户可以通过“12396”科技信息服务
平台联系到科技特派员，寻求技术指导等相关服
务。

在强化技术培训方面，呼和浩特市以知识产
权宣传周、科技活动周和送科技下乡等活动为契
机，在基层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农业实用技
术，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助力扶贫攻坚和创新创

业。特别是围绕各贫困村不同的特色产业，聘请
区内外农业专家在农作物的关键生长管理时期进
行技术指导，教授贫困户防虫防害等技术，面对面
地向贫困群众宣传农技知识，手把手向他们传授
关键技术。目前，仅在清水河县组织开展的“科技
特派员科技扶贫在行动”主题活动中，就邀请果树
专家和科技特派员赴清水河县老牛湾镇、窑沟乡
扶贫林果基地对当地果农进行了一对一的技术培
训，共培训农民120余人次，提供兰州大杏、金太
阳、西梅、人参果等优质品种接穗 1万余条，用于
当地传统果树品种的改良。

首府科技特派员带动精准脱贫跑出加速度

本报阿拉善7月 9日电 （记
者 刘宏章）记者从阿拉善盟旅游
发展委员会获悉，截至目前，该盟
22个旅游重点建设项目已开工13
个，开工率达59.1%；计划完成投资
26.4亿元，已完成投资1.65亿元。

今年，该盟以打造国际旅游目
的地为目标，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抓手，按照推动优质旅游发展
要求，针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的问题，本着缺什么、补什么、建什
么的原则，加大对旅游景区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目前，旅游景
区建设稳步推进。阿左旗额尔克
景区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5000 万
元，建设景观长城、博物馆、接待大
厅和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已完成
投资 3000万元，主要用于场地硬
化、场地清理、土方拉运等，主体建
筑已开工建设。巴丹吉林沙漠国
家5A级旅游景区提升项目计划投
资 10000万元，建设景观大门、沿
路防沙治沙工程，完善绿化、亮化、
硬化和自驾车体验场地等，已完成
投资205万元，用于建设景区旅游
智慧应用系统、景区监控指挥调度
中心、GPS车辆定位系统无线网覆
盖等。黑城·弱水胡杨风景区黑城
复建城墙主体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45亿元，建设黑城复建城墙主体
部分、黑城文化体验园、游客服务
中心、房车营地等，已完成投资
3756 万元，用于黑城文化旅游体
验园的园区场地、河堤护坡、进场
道路等建设。胡杨林旅游区建设
项目计划投资8700万元，用于5A
级景区提升细节项目建设，已完成
投资2205万元，停车场入口道路、
电子管理系统升级、标导识系统提
升等工程建设基本完工。

今年，该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项目计划投资9216万元，建设旅游
集散中心1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3
处，旅游驿站 12 处，旅游厕所 33
座，标识标牌66块。截至5月末，
共完成投资815万元。其中，自驾
车宿营地开工2处，完成投资 500
万元；旅游驿站开工建设4处，完成
投资235万元；旅游厕所开工8座，
完成投资80万元。计划投资1000
万元建设智慧旅游项目，目前已完
成旅游数据监测分析系统、电子政
务系统、电子业务系统、应急救援
系统、旅游舆情监测系统、游客大
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等建设，景区旅
游智慧应用系统、景区监控指挥调
度中心建设正有序推进，部分景区
票务系统和监控系统已完成。

阿拉善盟：
旅游重点建设项目
遍地开花

■信息群

本报鄂尔多斯7月9日电 （见习记者 郝
雪莲） 7月8日晚，由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歌舞剧
院编创、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大型民族歌剧《千
古情缘》在鄂尔多斯大剧院首演。

《千古情缘》是东胜区歌舞剧院继大型民族
舞剧《不落的太阳》创排成功后的又一力作，特邀
国内著名编导和创作团队，历时3年编排完成，
并成功申报成为“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型
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该剧以昭君出塞为历史背景，歌颂了王昭君
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团结和睦所谱写的华夏
民族一家亲的博大情怀。整部作品以大气势、大
情感、大文化为创作理念，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
歌剧艺术，把歌、乐、戏、舞、情、景等手段相互交
融，以巧妙的艺术构思、独特的地域风情、优美的
音乐唱段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一幅民族团
结和睦的生动故事。该剧首演后下一步将在全
国巡演。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大型民族歌剧

《千古情缘》首演

本报乌海7月9日电 （记者 于海东）“我
就不相信会受一辈子穷，就坚信自己一定能种好
温室大棚……”乌海市致富带头人郭金奎向在场
群众讲述了自己的脱贫奋斗经历，引起了台下贫
困户的共鸣。

近日，乌海市2018年“树立文明乡风，助力
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海
勃湾区千里山镇举行。来自乌海市委宣传部、文
明办、农牧业局的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向与会群众
讲解了扶贫政策和脱贫故事。

郭金奎是乌达区乌兰淖尔镇的一个普通
农区居民，过去家里也是一贫如洗。后来，在
政府扶持下，积极摸索温室种植技术，最后获
得成功，不仅一家人脱贫致富过上了小康生
活，还带动身边数百户村民走出贫困。在现
场，来自海勃湾区团结新村的致富带头人方世
军、海南区巴音宝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王艳霞也都结合各自的致富经历与现场群众
进行了交流。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致富
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群众，致富带头人走下
讲台又被群众围住问个不停。一些尚未稳定脱
贫的群众对脱贫有了信心，一些刚刚脱贫的群众
对未来有了更高的期盼。乌海市委宣传部干部
蒋桂芝说：“没想到致富带头人的故事这么受群
众欢迎，以后一定会多组织开展，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激发贫困群众的斗志，从而获得脱贫的内
生动力。”

乌海市

用致富带头人的经历
激励贫困户

近日，巴彦淖尔市首届农牧民诗歌朗诵会在巴彦淖尔
广播电视台 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举行。选手们用撞击心
灵的诗歌朗诵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诗歌朗诵内容丰
富多彩，有《巴彦淖尔，我的初恋》《天上的草原》等赞美家
乡赞美草原的，有《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等歌颂祖国的，还
有《河套情》《一个老农的理想》等农牧民诗人原创作品；有
单人朗诵，也有双人、多人共同朗诵的。经过 2 个多小时
角逐，来自乌拉特后旗的牧民诗人嘎·毕力格巴特尔以原
创作品《草原是我作诗的圣地》获得一等奖。图为多人朗
诵《天上的草原》。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

农牧民诗歌朗诵会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坐落于锡
林浩特市南郊的中国马都核心区车水
马龙、热闹非凡。由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倾力打造的大型室内实景剧升级版《蒙

古马》在这里上演。
实景剧《蒙古马》共计14个篇章，以

“战争”和“爱情”为主线索，讲述了年轻
的蒙古战士兀良哈与爱马在战争中相
伴相随、不离不弃的情感历程及兀良哈
和女主角阿奴真相识相爱、生离死别的
凄美爱情故事。整个实景剧共有锡林

郭勒职业学院师生及专业杂技演员300
多名演职人员和100多匹蒙古马参加演
出。

据悉，升级版《蒙古马》与去年相
比，在马术技巧方面增加了难度，同时，
导演组对于剧情进行了局部改编，全剧
时长从70分钟缩减到60分钟。

《蒙古马》来了

■镜观

呼伦贝尔市

廉政教育大课堂
开启全新模式

本报呼伦贝尔 7月 9日电 （记者 李玉
琢）为确保廉政教育进一步取得实效，使廉风廉
政教育实现常态化、精准化、智能化的目标，日
前，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廉政教育的又一载
体——廉政教育大课堂正式启动。

廉政教育大课堂在设计上突破了平面化
布展、流动式观展的理念，通过“观影+分享交
流”的方式开展廉政教育。大课堂每月一主
题，每个支部一堂课，每位干警谈感受的全新
教育模式，具有信息量大、利用率高、互动性
强、精准施教的特点。廉政大课堂作为呼伦贝
尔市法院系统廉政教育的主阵地，将通过以案
施教、以案明纪、以案释法持续发挥教育警示
作用。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中院始终把党风廉政教
育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治警的有力抓
手，在坚持中深化，创新形式，拓宽载体，使广大
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干警的纪律意识
和廉洁意识。

英雄凯旋英雄凯旋。。

酷炫马术酷炫马术。。

太平盛世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