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看花灯、滑雪圈、溜冰场、观冰雕，春节期间，不
少呼和浩特市民在家附近享受到冰雪世界的快乐。

2月 11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网红”恼包村，
节日气氛异常浓厚，网红桥、爱情之箭、童真童趣……
各种各样主题鲜明、多姿多彩的花灯群扮靓了恼包村，
88万盏花灯营造出灯的海洋、花的世界。据了解，长假
期间，到恼包村观光、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客流量达
到3万人次。冰雪乐园、自贡花灯展、冰雕展、惠民演
出、民俗活动表演等娱乐项目让游客尽情地体验冰雪世
界的激情与快乐。

此外，在赛罕区金桥路大黑河40多万平方米的冰雪
世界，巨型冰雕雪雕、梦幻灯光秀璀璨夺目。北极冰
川、北国雪乡、梦幻城堡、富士山、幽灵海盗船、浪漫
时光隧道营造了一个个冰雪王国。此外，滑雪圈，溜冰
道，雪地冲浪以及雪地足球、雪地转转、雪地木马，雪
地卡丁车，雪地坦克等丰富刺激的冰雪娱乐游玩项目，
让首府不少市民不出远门就可玩嗨，花灯活动则在正月
十五达到高潮。

不出远门就玩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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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巴彦淖尔2月 11日电 （记
者 韩继旺）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
东升村村民李乐家种了1亩大棚豆角，
最近由于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加之缺
少管理经验，导致豆角叶片大面积干
枯。情急之下用手机拍照上传到

“12396”科技服务平台，并辅以文字说
明，再利用旗科技局免费发放的“科技
服务劵”成功预约到农业专家现场诊
治，一解燃眉之急。

“旗里免费发放电子服务券，农业
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指导，“12396”

科技服务平台给农牧民提供了挺大帮
助。”李乐感激地说。

2018年，乌拉特后旗科技局依托
“12396”科技服务平台对种养大户、农
牧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牧业经
营主体免费发放电子服务券，开展“点
到点、一对一”，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
模式进行精准科技服务，并聘请市级专
家30人全天候在线为农牧民提供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保证服务质量和效
果。农牧民可凭发放的“电子服务券”
在手机平台进行“菜单式”选择专家，专

家受到邀请后，直接到农牧民家中进行
技术服务。

截至目前，全旗共有73户领取服
务劵，每户免费发放 1000元，已有 35
户农牧民通过科技服务平台使用了服
务劵，成功解决100多个问题，挽回经
济损失60万元。

巴彦淖尔市是农牧业大市，有着悠
久的种养殖历史。提升全市农村牧区
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升
级、破解科技信息入户成为科技服务农
牧民“最后一公里”的重大难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巴彦淖尔市科技
信息研究所邀请国内信息专家，率先在
全区建成了自治区领先的科技信息服
务系统，并在星火科技“12396”服务热
线基础上，于2014年创建了远程视频
服务系统和科技信息移动服务平台（简
称APP平台），将电话服务、远程视频
服务、移动信息服务和智慧农业精准服
务四大信息服务系统有机结合，形成横
向多元协同、纵向精准推进的立体式综
合信息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巴彦淖尔市科技局结合

当地农牧业服务实际，选聘了 101 位
农、牧、林、水、气等行业专家，打造

“12396+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充分
利用科技特派员专家资源，扩大专家队
伍。同时从农村牧区种植养殖能手及
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带头人中选出451
人，聘为科技信息员，及时采集、收集、
汇总、上传、反馈问题信息，有效解决了
科技服务农牧业“最后一公里”难题。

目前，科技信息移动服务平台
（APP）每年平均推送信息 2000 条以
上，累计发展用户67633人。星火科技

“12396”指挥中心每年受理咨询近
4000人次，专家出诊1000多次，解决
问题2000多个，累计带动农牧业增产
和免灾效益2.77亿元。全托式科技信
息服务使每个农户家中都有了技术明
白人，田间有了随叫随到的专家。

平台农业科技专家刘海明深有感触
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农业技术栽培，退
休以后还想发挥余热。现在市科技局建
起科技信息平台，我觉得挺好，既可以帮
助农民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
关照到了科技人员的劳动报酬。”

巴彦淖尔市：“12396”喊农业专家出诊
累计带动农牧业增产和免灾效益2.77亿元

本报乌海2月11日电 （见习记者 郝
飚） 近年来，乌海市围绕“老有所养”的目
标，不断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
发展，让老年人享受到了更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今年67岁的杨占喜居住在乌海市乌达区
永昌佳苑小区，由于长期患病，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去年 10月，乌达区针对辖区 1200
多名“五类”老人，以“公建民营”、购买服
务方式，成立了智能健康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引入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按照每人每年
600元标准，为老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杨
占喜成为政策受益者之一。按照服务要求，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每周固定上门为他检查身

体、打扫卫生，并和他聊天。“他们帮我收拾
家、擦玻璃，服务热情，很贴心。”杨占喜满
意地说。

据了解，目前乌海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
达到 8.3 万多人，且高龄和特殊老年群体逐
年增多。为有效满足逐年增长的社会养老
需求，乌海市积极推动医疗资源和养老资
源融合发展，构建起以医疗卫生机构为平
台，覆盖居家、社区、养老机构的医养结
合服务体系，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10家。同
时，不断增加农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全市
13个行政村建成农区养老中心 10个、互助
幸福院 2 个，农区养老服务覆盖率达 77%。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由2012年的3家增至目前
的 32 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可以在家门口

享受周到的养老服务。2016年，乌海市成为
自治区唯一一个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
点城市。

为织牢老年人社会保障网，乌海市对特困
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和“三民”老年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
府给予全额补贴；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老
年人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同
时为老年人免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每年为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包括体检在内的健
康管理服务，对体检中发现的高危人群、慢性
病患者直接纳入慢性病管理，并为农区患高血
压、糖尿病、精神病老年人免费提供15种基
本药物。此外，每年由政府出资为全市60岁
以上老年人购买一份保费15元、保额2.5万元

的意外伤害险，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抗风险
能力。为方便老年人出行，还为年满60周岁
的常住人口办理公交“爱心卡”，享受全年无
限次免费乘车。

为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乌海市文
化部门通过组织开展农牧民文艺汇演、全民合
唱展演、“我们的节日”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精选
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二人台和戏曲演出，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将党和国家的政策传达到了基层，
唱进了老年人心间。同时开展针对老年人文化
需求的公益培训与辅导，利用市群艺馆、各区文
化馆开设了舞蹈、摄影、器乐类4大类14个班
次的全年公益免费培训班，报名学员多达1600
余人。此外，成立了乌海城乡社区大学和乌海老
年开放大学，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学习需求。

乌海市老有所养服务体系托起“最美夕阳红”

本报通辽2月 11日电 （记者 郭洪
申）自新一轮京蒙协作开展以来，北京、通辽
两地携手向贫困发起挑战，深度挖掘、精准
匹配供需，从单项扶贫到产业对接，从经济
援助到多领域深度合作。截至目前，北京市
已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17381万元支援
通辽市国贫旗脱贫攻坚，各项帮扶举措惠及
建档立卡贫困户6万多户、10多万人次。

通辽市积极组织推动市直各部门与北
京对口帮扶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共
对接46次，签订各类结对帮扶框架协议30
份，开展教育培训、医疗救助、企业捐赠、劳
务协作等活动19场次；各旗县与北京对口
帮扶区县进行对接 165 次，签订协议 122
份，累计收到北京援助资金3003万元，捐赠
物资折合593万元。

京通两地积极优化配置，鼓励北京企业
来通辽投资兴业。目前，共洽谈对接企业
39家，计划总投资额达359亿元。同时，搭
建好社会力量为脱贫攻坚助力的平台。北
京市各区卫计系统，北京中医院、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
怀柔医院等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分别在通辽
市4个国贫旗开展送医下乡大型义诊及远
程会诊活动，组建爱心医疗志愿者团队打造
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京蒙扶贫协作惠及
通辽市6万贫困户

■镜观

本报兴安2月 11日电 （记者 胡日
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近日，在兴安盟中
级人民法院、兴安盟林业局、乌兰浩特市林
业局共同见证下，兴安盟司法生态修复基地
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林场揭碑。

建立司法修复基地，是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表现，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创新举措，是依法兴林的重要标志。兴
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以司法手段助
力兴安盟生态文明建设，继去年7月与兴安
盟林业局举行了司法修复基地签字仪式后，
这次正式举行司法生态修复基地揭碑仪
式。该基地的建立，是兴安盟生态损害司法
修复工作在“专业化法律服务监督+恢复性
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方面进行的有
益尝试，使兴安盟在依法兴林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首批共建基地规模1300亩，揭
碑仪式后，全体参加仪式人员在基地现场植
树。

兴安盟

司法生态修复基地揭碑

本报锡林郭勒2月11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春节里，在锡盟中心血站，于洲进
行完抽血前检查后，熟练地挽起袖子让护士
抽取了血液。于洲今年43岁了，是锡林浩
特市公安局的一名普通民警，也是这里的

“老熟人”，他从25岁起，先后献血30次，累
计献血1.1万毫升。

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自2000年成立以
来，全盟有近8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目前
本地区临床用血全部来自于自愿无偿献血，
除了保证全盟的临床用血，还支援了北京血
液中心、自治区血液中心以及其他兄弟盟市
的血站。

锡盟中心血站是全盟唯一的采供血机
构。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
偿献血，该中心深入基层加大无偿献血宣传
力度，有效消除群众对无偿献血的种种疑虑
和误解，提高了群众对无偿献血的认识水平
和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改变
传统献血管理模式，逐步建立起固定自愿献
血队伍、“爱心血库”等。目前，锡盟中心血站
已建立6000多人的固定献血队伍、178人的
稀有血型队伍，“爱心血库”登记在册人数达
8200人。据统计，锡盟共有320人获得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连续获得2010——2011
年度、2012——2013 年度、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地区奖。

锡林郭勒盟

无偿献血
满足用血自给还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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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雪雕。

灯光璀璨的恼包村。

红灯楼扮靓冰雪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