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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兴 安 1 月 2 日 电 （记 者 胡 日 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对于科右前旗俄体镇齐心
村 30 多户贫困户来讲，2018 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他们按每公斤高于市场价值 0.2 元的价格
把自家果园里的果子全部出售给了科右前旗
金口味食品有限公司，亩均纯收入 1800 元，比
种植玉米增收 1500 元左右。

在科右前旗，像齐心村果农一样通过发展
林果走上脱贫致富之路的贫困户越来越多。
近年来，兴安盟科右前旗把发展林果生产作为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由过去的“栽、
改、管”变为现在的“管、改、栽”，并以“公司+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动林果产业基地化、规
模化发展。短短几年间，全旗 229 个嘎查村就

有 152 个村栽种果树，占全旗村庄总数的 66%，稳
定脱贫 1000 余户。林果栽植面积也从 1 万多亩
发展到目前的 18 万多亩，小林果成为贫困户的

“脱贫果”。
大石寨镇是科右前旗林果产业发展快速的乡

镇。这几年，他们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栽植、集中
管护、分户经营”的模式，集中连片打造了 3.8 万亩
林果长廊，建设了年产鲜果汁 500 吨的果汁加工
厂 1 处、年贮 400 吨鲜果的保鲜库 2 座，引导农民
走特色林果业之路，打造种、加、销一条龙式林果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该镇拥有盛果期林果
基地 1 万亩，年产鲜果 4000 万斤。

在林果产业发展中，大石寨镇三星村探索出一
条“春赏花、夏纳凉、秋摘果”的生态旅游发展道路。

目前，三星村有果树种植示范户110户，果树栽植
面积达 4600 亩，产品远销哈尔滨、海拉尔、长春、
吉林、五常、大连、深圳等地，供不应求。

三星村已经形成一套产业化的果树开发基
地，有育苗基地 210 亩、幼林苗木基地 1600 亩、
盛果基地 3000 亩，并建设了 8 个保鲜间，每个保
鲜间仓储能力 7 万斤，总仓储能力 56 万斤。林
果在保鲜库中存放约 30 天，每斤林果售价比平
时高 0.5 元至 1.2 元，仅此项收入就达到 56 万元。

为了带动更多贫困户，三星村通过“合作
社+基地+果农”的模式，让贫困户全程参与种
植、仓储、销售等各个环节，使贫困户与合作社
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纽带。去年，三星村雇了
18 户贫困户在育苗基地出工，每人每天工资 90

元，育苗期间贫困户可增收 5400 元。另外，在
种植能人孙显富的带动下，三星村有 110 户种
上了果树，其中，贫困户 38 户。除了为贫困户
提供果树苗，孙显富还在辽宁购买专用修剪工
具，无偿送给贫困户，并且提供技术指导。他
每年还雇贫困户收果，仅这项贫困户收入就有
6000 元。

三星村尝试用美植袋培育果树盆栽。这样的
盆栽运输方便，适合在多种环境下种植，成形后能
放在家里、办公室等场所，春夏秋冬都能种植，日常
养护简便，既可以作为景观，又能开花结果，每个盆
栽的价格从 80 元到 120 元不等，深受市场欢迎。
目前，孙显富已经种植盆栽 300多棵，技术成熟后，
计划带动更多果农和贫困户种植盆栽。

小林果成为“脱贫果”

■信息吧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前不久，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永和窑村
外来常住户李保通捧着写有“立党为公 公益
惠民”字样的锦旗笑盈盈地来到镇政府。50
岁的他终于解开心结，停止了 5 年多的上访
生涯，开始谋划挣钱贴补家用。

李保通来自甘肃省天水市农村。上个世
纪 80 年代，他走出养育他的“穷地方”，来到
包头市青山区打拼，租房居住在兴胜镇永和
窑村。看着村里人一天天富起来，他一直后
悔没在永和窑落户，心里很不是滋味，再加上
自己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癫痫等疾病，生
活仅靠老伴桥头打工维持，心理更不平衡，便
走上上访之路。起初，李保通三天两头往镇
里跑，出语粗暴，甚至还要跟镇信访办干部动

手。再接着，就是无数次的越级上访。
兴胜镇党委副书记李慧英多次入户了解

情况，之后发动全镇干部职工帮助他。然而，这
种帮扶毕竟有限。于是，镇党委借助青山区委
组织部创建的“党建·爱心公益汇”，把李保通的
情况通过平台的“微众筹”进行发布。不到 20
天时间，便筹集到5000元善款。当李保通意外
地拿到这些钱时，感动不已，发自肺腑地说：“我
得自力更生，再也不给政府找麻烦⋯⋯”。

“李保通的转变为我们化解信访难题拓
宽了思路。新时代，化解基层信访矛盾，不仅
需要我们下‘绣花’功夫，还要善于运用互联
网思维回应群众诉求。”兴胜镇党委书记赵凯
意味深长地说。

“党建·爱心公益汇”项目，是 2017 年由
青山区委组织部和青山区民政局为创新健全
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共同建设的，搭建了

党建+公益+互联网的创新公益模式，形成
了”线上互动、线下帮扶“相结合的公益爱心
运行体系，实现了党建引领下的”指尖公益

“新体验。平台设有微认领、微捐赠、志愿者
招募、爱心捐步、小微众筹、公益学堂等项
目。困难党员群众可直接上传“微心愿”，由
有帮扶意愿的党员领导干部、社会爱心人士
及团体组织进行网上认领帮扶。

青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唐秦榛介绍：“平台
运行一年多，通过微捐赠，微心愿以及公益项
目的发布和实施，党内关怀帮助机制得到有
效拓展。”

包头市第五十二中学地处城乡接合部，
90%以上学生来自外来务工家庭。今年教师
节这天，孩子们发布了学习用具、体育锻炼装
备、生活用品等微心愿，老师们现场认领了这
些微心愿。自由路街道民主社区的网格员在

日常走访中，了解到因家庭变故跟着年迈困
窘的爷爷奶奶生活的小萱想要一个保温水
壶，就在爱心公益汇平台发布了这条信息。
很快，就有爱心人士进行了认领。小萱过了 3
岁，可每月近千元的入园费让两位老人又犯
了难，对这个心愿，辖区的童星幼儿园伸出了
爱心之手，让孩子免费入园。

青山区“党建·爱心公益汇”启动以来，已
累计帮助困难党员群众实现“微心愿”3547
个，爱心人士捐赠物资 5133 份，价值 50 多万
元。先后举办了“关爱流动人口”“关爱学校
小雏鹰”、暑期“千人圆梦”计划、“大学新生·
梦想起航”“党建·爱心公益汇捐赠行动”等专
场活动 40 多场。

唐秦榛说，如今，在党员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有公益情结的人加入到公益团队中，汇聚到
这个平台上，帮助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人。

“党建·爱心公益汇”为群众送温暖解心结

■图闻

■亮点

本报呼和浩特 1 月 2 日讯 （记者 刘洋）
“感谢你们帮我们讨回了工钱，要不是你们的无
偿帮助，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办⋯⋯”近日，在托克
托县福元贵宾酒楼打工的农民工兰永连、张瑞芬
等 30 余人来到托县法律援助中心，特意感谢中
心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追讨回拖欠的劳动报酬。

近年来，托县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强化法律援助
网络体系建设，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强化监督
管理措施，切实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服务能
力。在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方面，该中心实
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三优先”制度，截
至目前，已为74名农民工追回工资119万元。

托克托县

法律援助为农民工讨薪

本报巴彦淖尔1月2日电 （记者 韩继旺）近
日，乌拉特后旗就业局举办贫困农牧民免费创业培
训班，邀请农牧业专家就现代种养殖技术系统讲
解，提高农牧民的就业创业能力。

巴音宝力格镇巴音镇蒙汉六组农民杨国昌说：
“通过这次培训，我学会了很多关于养羊的知识，对
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养着 100多只
羊，计划多买些绵羊扩大规模，争取明年发展到300
多只。”2016年，杨国昌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政策的扶持下，购买了40多只羊，并建起60平米
的砖房，走上了农牧结合的致富之路。

去年以来，该旗就业局以创业担保贷款为依
托，拓展创业培训工作，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创
业培训、贴息贷款等服务，帮助劳动者增强自主创
业和自身造血能力，努力实现“培训一人、创业一人”
的目标及就业、创业的良好局面。截至目前，旗就
业局开展创业培训8期，惠及240人，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920万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81人。

乌拉特后旗

免费培训贫困农牧民

本报巴彦淖尔1月2日电 “我是一名下岗工
人，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亏城管人员帮我
联系佳和市场并安排蔬菜摊位，一家老小的生活有
了保障！”刚在佳和便民市场“安家落户”的商户辛伟
感慨地说。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的帮助下，36名个体商贩结束了四处打游击的
生涯，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

佳和便民市场占地1200平方米，于2017年7
月投入运营，刚开业时仅有70多名商贩入驻，经过
一年多的发展，目前共有 140多名商贩在此经营，
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市场北门的入口处空地，还专
门规划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位，可容纳20多辆
机动车与50多辆非机动车停放。近期，考虑到辖区
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临河区城管局专门为36名下
岗失业人员、四零五零人员、流动商贩等提供了各
种摊位，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邬文娜）

临河区

36名个体商贩
“落户”便民市场

本报锡林郭勒 1 月 2 日电 近日，经过实地
考察，国家体育总局确定在多伦县设立 2022 北
京冬奥会单板滑雪跨界选材海选选区。

为备战 2022年冬奥会，提高我国单板滑雪竞
技水平，实现全面参赛目标，国家体育总局面向全
国跨界选拔国家单板滑雪集训队队员。在该县设
立 2022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跨界选材海选选区，
主要选拔耐力强、平衡力好、基础体能和心理素质
过硬的16周岁至22周岁的青少年。报名的选手通
过单腿静蹲、单脚站立、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T型
跑等 6项测试后，选出 30至 40名选手由国家体育
总局进行最后筛选。国家体育总局在通过体能初
测和专项技巧测试后，将按报名人综合成绩择优录
取，为国家单板滑雪项目做好人才储备。（李跃明）

多伦县

成为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跨界选材海选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时值寒冬，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巴彦哈
拉图嘎查“爱心超市”内，却是热潮涌动，几名嘎
查建档立卡贫困户正在这里挑选自己需要的物
品。他们把选好的物品交给超市服务人员登记
后，不用付钱可直接拿走。

据悉，这家消费不用“付钱”的超市是苏尼
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巴彦哈拉图嘎查妇联、旗食
药工商质监局、红十字会及该嘎查的帮扶单位
共同在巴彦哈拉图嘎查设立的，来选择物品的
顾客则是该嘎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及生活困
难的牧民。

提起“爱心超市”的设立，嘎查牧民萨仁通拉
嘎感激地说：“自从这‘爱心超市’开业以来，帮助

我解决了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用品。东西虽然不
多，但过日子所需的都有，我内心非常感激！”

几十平方米的“爱心超市”里洗衣粉、洗洁
精、食用油、食盐、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
有。这里的商品多与牧民的生产生活相关。据
了解，该嘎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妇女以及
生活困难的牧民，每户 1 年可以在“爱心超市”
无偿领取 300 元的物资。自今年 8 月份超市投

入运营以来，共发放各类物资折合人民币 2 万
余元，不仅为嘎查贫困群众解决了眼前的困难，
更是把党的关怀送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今后“爱心超市”将进一步整合社会爱心资
源，把物资供给、精准帮扶、集中性捐赠与经常
性捐赠有机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实现对生活
困难群体“按需帮困”的目的，让爱心成果惠及
每位贫困牧民和每一个贫困家庭。

“爱心超市”为贫困牧民提供日常所需

乔海兵正在给鸡喂食。察右前旗三岔口乡黑沟村今年
29 岁的乔海兵，因为车祸造成身体残疾，可并不因此而消
沉。他在计算机专科学校毕业后，又外出打拼。前几年，他
发现农村绿色农产品备受城市人青睐，于是萌生了回乡创业
的想法，办起了以养鸡为主，以鹅、羊、猪、牛等为辅的养殖合
作社，几经坎坷，合作社终于有了十几万元的年收入。2018
年，他被察右前旗旗委、政府评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志智
双扶典型户”。 常耀宗 摄

爱拼才会赢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隆冬的陈巴尔虎草原薄雪覆盖，寒气袭人。近日，陈巴尔虎旗
呼和诺尔湖面上人头攒动，经过祭湖、醒网、打眼、破冰、走杆、下网
后，捕鱼工人们将千米大网缓缓拉起，顿时，水汽氤氲，只见大大小
小的鱼儿翻滚着、跳跃着露出水面，瞬间凝成姿态各异的冻鱼。首
届呼和诺尔冬捕节正式拉开帷幕。

冬捕首日的启动仪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以及当地的
牧民纷纷涌向这里，来讨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首届呼和诺尔冬捕
节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旅游区·呼和诺尔景区承办 2018 中国冰雪那达
慕系列活动之一。冬捕期间，当地牧民只需 1 元钱即可购买 10 斤刚
出网的新鲜鱼。

“我们全家一早就来看冬捕，这可是草原上的新鲜事儿，也是第一次能在
冬天吃到鲜鱼！”当地牧民希吉尔图亚刚刚凭身份证用 1 元钱买了 3 条大鱼。

“冬捕节启幕两天来一共出鱼 3000 多斤，已经全部回馈给当地牧民。”呼
和诺尔景区经理何瑞章介绍。

呼和诺尔

出鱼啦

！

收获！年年都有鱼（余）。

2018 年已成为历史，2019 年如期到来。今天，新
年的第一期《地方·旗县》版与您如约见面了。

感谢广大读者对《地方·旗县》版一如既往的热
忱关注与大力支持。过去的一年来，《地方·旗县》版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工
作中心和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于全区 103 个旗县（市
区），面向基层，服务基层，集中报道了各旗县（市区）

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工作的新思路、新创举、新作为
和典型事迹，突出展现了广大干部群众锐意改革进
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读
者认可。

新的一年寄托着新的希望，呼唤着新的作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本报媒体深度融合

转型的关键之年。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秉承党
报人的优良传统，在办好《亮点》《信息吧》《风信子》

《美丽乡村》《小康路上》等栏目的基础上，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推出一些新的
栏目，力争把《地方·旗县》版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以
不负广大读者朋友的厚爱。

——编者

捕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