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阿拉善 1 月 9 日电 （记者 刘宏章）
近日，中国石化 2018 年油气勘探总结会在北京
召开，额济纳旗拐子湖凹陷基岩潜山油气勘探新
发现，获 2018 年度中国石化油气勘探重大发现
二等奖，银额盆地新区油气勘探潜力及关键技术
获优秀研究项目奖。

银额盆地底部的巴丹吉林沙漠的沙丘高差居
世界第一，有“沙漠珠峰”之称。这样的地理条件
下，三维地震面临着激发接收条件差、地震波衰减
严重、低降速带巨厚等诸多棘手难题，且可供借鉴
的现成地质资料极少。勘探方中原油田联合中科
院地球物理所、南京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开展了
长达 3 年的地震技术攻关，研发出了一系列地质
勘探新技术。2013年至今，勘探方相继在银额盆
地中生界、前中生界的油气勘探中取得突破，拐参
1井、拐 4井、拐 6井、拐 7井、拐 8井均获高产油气
流。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银额盆地拐子湖凹陷
拐参 1至拐 6井区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达 461.25万
吨，控制石油地质储量达1083.09万吨。

额济纳旗

银额盆地油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给鸡喂食、添水、收拾鸡舍，太仆寺
旗宝昌镇幸福村村民蔡仲阳的生活忙
碌而充实，不知不觉间，他在养鸡场工
作已经一个多月了。经过村民代表和
扶贫干部的考核，蔡仲阳通过了试用
期，成为幸福村养鸡场的正式一员。

蔡仲阳说：“因为身体原因，我干不
了重活。养鸡这个活计太适合我了。
特 别 感 谢 扶 贫 干 部 给 我 找 了 这 个 活
儿。我要尽心尽力把鸡养好，争取多挣
点工资。”

试用期结束后，驻村第一书记杨广
海第一时间把蔡仲阳通过了试用期的
情 况 上 传 到 了 脱 贫 攻 坚 信 息 管 理 平
台。这个平台是太仆寺旗为提高脱贫
攻坚精准度于去年设立的，全旗 1875
名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等帮扶责
任人被纳入平台统一管理，按照要求实
时记录贫困人口信息、帮扶工作、重点
项目进展等情况。

作为锡林郭勒盟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太仆寺旗以建设“脱贫攻坚信息管
理平台”为抓手，精准分析贫困数据，精
准识别贫困人口，精准制定脱贫方略，
提升脱贫攻坚精准度。

去年 5 月，太仆寺旗启动 2018 年
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精准退出“回头看”
工作，因病致贫的蔡仲阳被精准识别，
新认定为贫困户。扶贫干部借助大数
据管理平台记录的信息了解到，蔡仲阳
虽然不能从事重体力工作，但有养殖的

经验，结合蔡仲阳意愿，扶贫干部为他
介绍了一份儿家门口养鸡的工作。

杨广海介绍说，使用脱贫攻坚管理
信息平台，可以更精准地开展扶贫工
作，能够为真正需要帮扶的老百姓雪中
送炭。

经过核实，太仆寺旗在现有 4000
多个贫困户的基础上，新识别 238 户
428 人。精准识别是为了精准施策、精
准脱贫。为此，该旗制定了“壮大一个
龙头企业、带动一片富民产业、形成一
套带贫机制”的产业带贫思路。

宝 昌 镇 边 墙 村 有 7700 亩 耕 地 ，
60%以上集中连片，扶贫干部录入信息
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该村 90%以上人
口想从传统的种植业中解放出来。根
据村民意愿，2018 年 5 月，太仆寺旗引
进了一家光伏企业，流转村民 1042 亩
土地，发展光伏扶贫，在解决村民就业
的同时，每年还能为没有劳动能力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分红 3000 元。
太仆寺旗扶贫办数据中心工作人

员宗建锁介绍说，平台投入运营以来，
将各个扶贫工作队采集到的信息在后
台进行统计分析，为制定各类扶贫项目
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依据，力争将扶贫资
金花在刀刃上，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

截至目前，太仆寺旗已经确定了
“光伏扶贫”“金鸡扶贫”等重点产业扶
贫项目，辐射带动 4000 多户贫困户。
通过构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长效机
制，2018 年底，太仆寺旗 55 个贫困村
3100 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太仆寺旗：“大数据”提升脱贫攻坚精准度

■信息吧

□本报记者 刘玉荣

“路铺好了、车棚也盖了、路灯安上了，就
连单元安全门都给换上崭新的了。群众不花
一分钱，8 号老旧楼就换了新颜！”家住牙克石
市原牙机厂 8 号住宅楼的张忠泽老人对自己
居住的新环境非常满意。

提起如今旧貌换新颜的 8 号楼，牙克石市
原牙机厂住宅楼的住户人人赞不绝口。该楼
是始建于 2001 年的老旧住宅楼，这里住着 72
户林区老一代务林人，他们曾经为林区的开发
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因这栋住宅楼年久
失修、物业管理不健全，导致小区内杂草丛生、
破烂不堪，给居民安全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

“这根本就不是路，一个坑接一个坑。到
处都是垃圾，又脏又臭，上楼就不想下来，出来
了就不想回家⋯⋯”每每从 8 号楼经过时，总
会听到该楼住户的埋怨声。

正在 8 号楼附近开发建设“天一城”的呼
伦贝尔森源集团公司领导听在耳中，看在眼
里，也真真放在了心上。2018 年秋“天一城”
项目即将收尾之时，他们决定顺应百姓期待，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的号召，前后
自筹 30 余万元，对 8 号楼区进行了改造。他
们共动用各种施工车辆 20 余台，施工人员 60
余人，新建了 2 座自行车棚、1 座凉亭，更换了
电子防盗单元门 5 个，粉刷仓房门 25 户，安装
路灯 8 个，道路硬化 2000 余平方米，铺设道路
板 1000 余延长米，工程历时一个多月，清运建
筑及生活垃圾近 2 吨。改造后，小区居民彻底
告别了脏、乱、差的居住环境。

69 岁的刘大叔已经在小区居住了 18 年，
他深有感触地说：“小区院内改造前，道路坑洼
不平，楼内无防盗门，下水道经常堵塞，垃圾遍
地都是，居住环境真的特别差。森源集团帮我
们改造小区后，变化太大了。我们小区居民都
纷纷点赞，有的居民送了感谢信，有的居民送

了锦旗⋯⋯”
“之前下水道三天两头淤堵，每逢下雨天

就臭水四溢，我们这些居民苦不堪言。改造以
后，小区旧貌换了新颜，下水道的问题也一并
解决了，看着舒心，住着舒坦。新建凉亭之后，
我们也有了休闲、晒太阳的去处。”在牙机厂 8
号楼居住了 10 余年的马政山老大爷高兴地
说。

8 号楼业主、林业老职工杨俊焕还即兴赋
诗一首：满目疮痍始境迁，小区转瞬换新颜。
森源造福家园美，惬意悠悠享晚年。生活居住
环境变好了，8 号楼的居民都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幸福。

谈到修缮老楼的初衷，呼伦贝尔森源集团
党总支副书记陈彦春说：“这个 8 号楼居住的
居民大多是林区老一代务林人，他们曾经为开
发林区建设付出了那么多，我们对小区进行改
造是应该的，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更好地提
高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

居民不花钱 旧楼换新颜

■亮点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影报道

冰雪入寒冬，数九论英雄。近日，由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委、市政府主办的“2018
中国·乌兰浩特洮儿河冬泳邀请赛”开赛，来自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蒙东地区等 10
支代表队 120 名选手汇聚在洮儿河边挑战严寒，超越自我。

比赛当天，河面气温达到零下 20 摄氏度，水上有很多冰碴，但依旧没有阻挡大
家的热情。冬泳爱好者们冒着料峭的寒风畅游，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34 岁，最大的
已经 75 岁，选手们矫健的身姿博得众多观赏者的喝彩。

年纪最长的选手，来自扎兰屯的张宝臣大爷已经冬泳 18 年了，他向记者表示，
比赛的过程很享受：“冬泳锻炼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耐力，让我受益匪浅，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冬泳、喜欢冬泳、参与冬泳。”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积极响应国家“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的号召，将体育产业与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了“红城文化
节”“冰雪文化旅游节”“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等品牌活动，以运动竞赛凝聚人气，塑
造红城形象，吸引了区内外大量游客，助推全域旅游快速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
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冬日“泳士”畅游洮儿河

本报鄂尔多斯 1 月 9 日电 （见习记者 郝
雪莲）近日，由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委宣传部
选送的“打造书香之城，实施文化浸润”案例被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评 为“2018 年 全 民 阅 读 优 秀 案
例”，内蒙古仅有 2 家单位获此殊荣。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围绕全民阅读这一主
题，结合地域文化特点，在全旗上下组织开展了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好安达·天骄读享”全民
阅读系列读书活动、好安达漂流书屋、好安达城
市书屋等，不断推进“书香之城”建设。打造城市

“10 分钟阅读文化圈”，建设了“好安达城市书
屋”7 处，开展“你读书 我买单”、公益读书会、爱
心捐书、读书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崇文
尚读的社会风尚。截至目前，该旗已集中开展

“好安达·天骄读享”系列读书活动 55 场次，全旗
广大干部群众参与人数 25620 人。随着全民阅
读活动的蓬勃开展，品味书香已经成为这座城市
最常见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伊金霍洛旗

以书香引导崇文尚读社会风尚

本报乌海 1 月 9 日电 （记者 于海东）这
个冬天，海南区务工者不用在寒风中挨冻站马路找
活儿了，该区新设的劳务市场解决了他们的难题。

走进这个由 93 平方米门面房改造成的劳务
市场，前来找活干的人们一边等着雇主招工，一
边抱着杯子喝热水聊家常。“在这里不仅暖和，还
能喝到热水，还有卫生间。”打散工多年的杨政一
脸满足。海南区的马路市场存在多年了，但一直
治理难度大，不仅造成了环境卫生问题，而且常
导致交通拥堵。2018 年，海南区通过大量走访
征询群众意见，最后决定在取缔马路市场的同
时，在街面上租赁一处 93 平方米的门面房，将其
改造成固定劳务市场，并增设了饮水机、垃圾桶、
卫生间等设施，让外来务工者免去风吹日晒，也
破解了马路市场造成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
题。海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就业等部门合作，
在市场内的招聘栏张贴用工启事，为求职者提供
企业用工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海南区

务工者不用再挨冻站马路了

本报包头 1 月 9 日电 （记者 吕学先）近
日，固阳县怀朔镇 106 名贫困群众被聘用到“治安
协管员”“道路管护员”“环卫保洁员”等村级公益
岗，领上了工资。

接到镇里颁发的“林草防火协管员”聘书时，
朝力干村村民靳有红十分激动：“这么多年在村
里养羊种地，没个‘正经工作’，是党的好政策不
仅让我得实惠，还有了一份工作！”

63 岁的靳有红患有高血压，妻子患严重糖尿
病，他做过腿部骨刺手术，不能从事重体力劳
动。2018 年，他发展种养殖业，经常在村间地里
行走，就配合资产收益项目主动认领任务，承担
了对村庄内外种植树木、林草、荒山的巡控工作，
发现火情或其他危险行为要及时报告村两委和

派出所。担任“林草防火协管员”后，靳有红可增
加收入 2000 元。

谈及资产收益项目，怀朔镇党委书记郭勇介
绍，近年来，固阳县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龙头企
业发展，而企业每年按比例返收益给县里，作为
扶持贫困户脱贫的资金，由县里统筹分配。“过
去，资产收益是白给的钱，现在要聘用其在村里
担任公益岗位，让他们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制度出台后，怀朔镇广泛宣传，并开展了村
级公益岗研判定岗等工作，对村内常住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部分弱劳动能力的 106 名
享受资产收益的贫困群众，根据其实际劳动能力
情况，分别聘用在村内担任“治安协管员”“道路
管护员”“环卫保洁员”“公益设施协管员”“林草

防火协管员”“村级事务协管员”“生态环境监督
员”和“农村政策宣传员”，负责参与村内治安、环
卫、公共设施维护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年底
由村委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其工作成效进行
评定并确定岗位待遇。

“长期以来，个别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思想，
也有‘因懒致贫’怪象。”郭勇说，推行享受资产收
益贫困户认领村级公益岗位制度，就是要坚持问
题导向，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
设相结合，充分发挥资产收益金的产业带动作用
和社会综合效益，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一方
面让贫困群众在参与工作中树立正确的脱贫观；
另一方面有效弥补了村内公共事业管理力量的缺
失，调动了贫困群众参与自主脱贫的积极性。

106 名贫困群众走上村级公益岗

本报通辽 1 月 9 日电 （记者 郭
洪申）前不久，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给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派出所和谐
警务联动中心送来一面锦旗——“执法
为民 秉公办案”。该公司在该镇海拉苏
村进行京通铁路施工时，修建电力塔基
造成海拉苏村民张 XX 家紧靠沟沿的耕
地塌方近 1 亩，双方多次协商，均未达成
补偿协议，在施工现场双方还发生了争
执。最后，在镇和谐警务联动中心驻所
律师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协助配合下，
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握手言和。

近年来，奈曼旗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先后将旗、镇、村三级警务服务中
心、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中心、法律援助
中心分层次整合为“四心合一”的基层矛
盾化解服务中心，中心既有“司法诉讼”
的刚性解决手段，又融合了“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化
解矛盾的功能，逐步建立起了“功能互
补、程序衔接”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联动机制，使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
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解决。3 年来，
全旗各级人民调解组织成功调处各类纠
纷 5244 件，调解成功率达 98%以上，预
防制止群体性上访事件 102 件 539 人，
防止民转刑案件 43 件 214 人，群体性械
斗 7 件 336 人。

该旗还先后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
劳动纠纷、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征地拆
迁、环境污染等 7 个行业、专业调委会。
旗人民法院还与旗各行政机关和人民团
体建立了诉调对接，在旗信访局、民政
局、住建局等单位挂牌成立了 17 个部门
调解站，并成立诉前调解中心和心理咨
询志愿服务队，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
人民陪审员参与调处案件，使大量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解决在萌芽状态，基
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镇、大事不出旗、矛
盾不上交，问题就地解决。

奈曼旗：

多元联动矛盾纠纷
就地化解

本报包头 1 月 9 日电 （记者 宋阿男）包
头市白云矿区紧密结合自治区、包头市“清风干
部”评定工作要求，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牵动

“带头人”、敢啃“硬骨头”，以“清风攻略”推动“清
风干部”评定工作提质增效。

该区组建清风干部宣讲团，从正面宣传引导
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激发干部的责任意识和
廉洁意识；针对基层正风反腐专项整治涉及的重
点领域、重点问题等难啃的“硬骨头”，开展问题线
索“回头看”“回头查”，全面复核 2016年以来受理
的涉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 2件，“雁过
拔毛”专项整治问题线索 3 件。2018 年“扫黑除
恶”专项整治问题线索 2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0 种表现”问题线索 23 件，铁拳整治群众身边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白云矿区

铁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近日，家住阿荣旗向阳峪镇胜利村幸福院的贫困户冯井
贵和邻居们一起给玉米脱粒。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阿荣旗驻
村干部注重引领和感化贫困户树立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的信
心，冯井贵一家利用七八分小园地种植玉米，收获千余斤。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记者 于雪梅 摄

自力更生

■图闻

纵身跃入冰河中

在冰冷河水中自如畅游

冬泳爱好者劈波斩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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