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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贫者安其居——稳得住能致富
如今的林西县五十家子镇东边墙

村扶贫移民新村房舍亮丽、道路平坦、
环境整洁，“易地搬迁+光伏产业”扶贫
模式不仅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让
村民坐在炕头上就有收入。

“村里每4户用一个配电箱，每户
每天发多少电、收入多少钱通过电表
上的数字就可算出来。靠发电就能有
收入，这可是大伙儿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好事。”村会计兼光伏发电技术员孙
建伟说，“现在党的政策好，让村民住
上了舒适的房子，房顶上还有太阳能
发电，一年收入就有3000多元。”

东边墙村扶贫移民新村的村民能
过上好日子，全靠五十家子镇大力实施
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结合当地自然
条件，该镇将搬迁安置与发展产业相结
合，将26户贫困户、86人以“拔萝卜”的
方式迁出，建设东边墙易地扶贫搬迁新
村，同时建设光伏发电工程，进行集中
安置、集中管理、集中扶贫、集体脱贫。

对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地
区，易地扶贫搬迁是对贫困的釜底抽
薪之举。2017年4月，我区对5万贫困
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迁。林西县有
60%的贫困人口需要易地搬迁。为避
免搬迁贫困户因缺少致富产业导致

“住进新房依然受穷”的尴尬局面，林
西县结合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及迁入区
的地域资源现状，突出规划先行、产业
前置、群众首肯，将易地搬迁与产业发展
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实现搬迁人口产业
发展全覆盖。通过推行“易地搬迁+光
伏”“易地搬迁+设施农业”“易地搬迁+产
业园区”“易地搬迁+养殖”“易地搬迁+旅
游”等模式，发展光伏扶贫产业30处、设
施农业11处、养殖产业6处、乡村旅游4
处。采取整村搬迁、“拔萝卜”式安置
等方式，让百姓自主选择向产业园区
集中、向中心城区和镇区集聚，实现贫
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林西县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小
黑屋治理整顿工作，将一般群众的“小
黑屋”也列入整治范围。全县各乡镇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出不同程
度的“小黑屋”户，全面细致讲明“小黑
屋”整治政策，通过村民自主改造和施
工队施工相结合的方式施工改造农村
的“小黑屋”。施工改造后的“小黑屋”
室内干净整洁，明亮舒适，洁白如新，户
主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小黑屋”变

“白”了，群众的满意度提高了。
“输血”亦“造血”——“授人以渔”

有实效
“感谢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在这里

我学到了一技之长，让我重新找到了

生活的信心。去年3个月时间我就接
了4个单了，赚了12000多元。”提起林
西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建档立卡贫
困户赵玉杰充满感激。

今年50岁的赵玉杰，丈夫患帕金
森综合征常年卧病在床，两个孩子正
在读书，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赵玉
杰身上，由于没有一技之长，赵玉杰几
次找工作都碰了壁，只能靠打零工和
拾荒维持生计。

实现就业是贫困人口永久脱贫的
重要手段。2017年，北京市丰台区出
资400万元援建了林西县贫困人口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成立北京市丰台区赤
峰市林西县扶贫协作劳务实训基地。
2018年5月10日，林西县贫困人口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为全县
4840名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免费提供就业创业培训。赵玉杰作
为其中一员，参加了衡惠无忧职业技能
培训班。当年6月17日，刚领到育婴师
证的赵玉杰就接了一个月薪6800元的
大单，突如其来的喜事让赵玉杰流下了
激动的泪水。和赵玉杰一样，徐海霞等
200多人也都通过贫困人口就业培训实
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梦想。

如今，3930平方米的林西县贫困
人口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解决了林西及
周边地区贫困劳动力就业、求职没有

专业场所的难题。北京等地培训资源
和专业创业团队还进驻中心，帮助缓
解林西县内培训师资不足和创业能力
不强问题。目前，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预计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0个以上，
每年实施技能培训1000人以上，为贫
困劳动力提供各种就业创业服务
10000人次以上。

让贫者有其业，让贫者有其技，
让贫者住好房。林西县集中各方力
量，打实综合治贫的“组合拳”，让
每个贫困户都享受到扶贫红利。如今
的林西县，产业兴了、家园美了、百姓
富了……整个县域欣欣向荣，百姓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摘帽’不是最终目标，在脱贫攻
坚这场战役中，我们还要继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加大资金投入，重点对设施
农业、甜菜、中草药、蛋鸡、生猪、内蒙野
果等富民产业提供更优惠的政策扶持，
推动富民产业进一步上规模、上水平、
上效益。”林西县扶贫办主任赵光明说。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
下一步林西县将继续推行“四级联动”
帮扶制度，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紧密结
合，注重培养脱贫人口发展生产和经
商技能，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力和自
我发展能力，力争让全县各族群众一
道早日迈入小康社会。

一个国贫县的蝶变之路

本报 2月 25日讯 （记者 张文
强）2月 25日上午，全区防汛抗旱暨黄
河防凌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呼和浩特
召开，会议总结了2018年全区防汛抗
旱暨黄河防凌工作，对下一阶段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马
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
主持，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张英奎出席。

马学军指出，做好防汛抗旱特别是
黄河防凌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
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责任意
识、忧患意识、底线意识，坚决克服侥幸

心理和松懈情绪，切实做到心中谋全
局、打好主动仗。

马学军强调，要强化巡查监测预警
和备汛措施，加强军地协作，做好宣传引
导，全力做好开河汛期黄河防凌工作，搞
好凌水资源综合利用。要扎实做好抗旱
准备，提前安排好春播工作和畜牧业生
产，全力保障人畜饮水安全。要及早安
排夏汛期防汛工作，全力排查清除度汛
隐患，认真做好防汛和救灾准备，保障重
点部位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强化统一指挥，加强协作配合，严格执行
险情灾情报告制度，加强纪律约束，确保
防汛抗旱防凌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全区防汛抗旱暨
黄河防凌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马学军李秉荣张英奎出席

本报2月 25日讯 （记者 施佳
丽）2月 25日上午，自治区召开全区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
项要求，分析全区森林草原防火面临的
严峻形势，对下一阶段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马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
席李秉荣主持会议。

马学军指出，森林草原是我区极其
宝贵的基础性、战略性生态资源，做好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是把内蒙古建成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内容，

事关生态安全、群众安危和社会安定。
必须从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高度，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
担当，做好职能衔接，通力协作配合，认
真落实好宣传教育、隐患排查、监测预
警、应急处置、投入保障等各环节任务，
扎扎实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马学军要求，自治区防灭火指挥部
要尽快组织开展一次全区性森林草原
防灭火督查活动，形成春防期间高压态
势，严防发生森林草原火灾。

全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马学军讲话 李秉荣主持

本报2月 25日讯 （记者 毛锴
彦）2月 25日，自治区安委会召开紧急
电视电话会议，通报西乌旗银漫矿业

“2·23”事故情况，传达贯彻中央领导重
要批示精神和自治区领导批示要求，深
刻分析“2·23”重大安全事故暴露出的
问题隐患，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自治区安委会常务副主任马学军主
持会议并讲话，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张
英奎出席。

马学军指出，“2·23”重大安全事故
影响恶劣、教育深刻，再一次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安全生产工作绝不能有丝

毫松懈，必须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彻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切
实整改到位。

马学军强调，自治区党委、政府决
定立即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由12
名省级领导分别带队赴各盟市，深入查
找和整改安全生产隐患。各地各部门
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决落实党委、政
府领导责任、坚决落实部门和属地监管
责任、坚决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以强力
问责追责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
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为
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安全稳定
的环境。

自治区安委会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马学军讲话 张英奎出席

本报2月25日讯 （记者 白丹）
2月23日、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刘奇凡在乌兰察布市凉
城县调研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整改
工作，实地考察岱海、工业节水改造、污
水处理等，与市、县、乡镇三级干部座谈
交流，督导岱海生态治理工作。

刘奇凡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一湖两海”生态治理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实际、科学论
证，严格监督、扎实推进岱海生态治
理。一是目标要切实可行，聚焦突出问

题和主要因素，搞好顶层设计，制定科
学的工作目标。二是措施要远近结合，
拿出有效的综合治理方案，既做好近期
节水治污等工程性治理，又要抓好长远
规划、综合施治等政策性引领。三是工
作要扎实推进，统一调度、挂图作战，将
任务细化到每个部门和乡镇、村。纪委
监委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细致、精致、
极致地推进生态治理。四是全县要群
策群力，让岱海生态保护治理宣传走进
乡村、社区、企业、校园，调动广大干部
群众共同保护治理好岱海生态。

刘奇凡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调研时强调

严格监督 扎实推进岱海生态治理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赵丹

正月十五早晨8点，大雪覆盖后的
土右旗气温达到零下18摄氏度，将军
尧镇白青尧村驻村第一书记董燕飞早
早就准备好了 5大袋元宵，驱车赶往
40公里外的贫困户家中。

“任三福老夫妻俩腿脚不便，出不
了门；周文女家里经济困难，没有闲
钱；班改芝儿子有抑郁症，小孙女才3
岁……”说起贫困户的情况，董燕飞如
数家珍，“困难群众不像咱们在城里买
元宵方便，所以不如我买上给他们送
到家里，和‘家里人’一起过个温暖热
乎的元宵节。”

2017年，董燕飞从土右旗社保局
综合办主任的岗位上被派驻到将军尧
镇白青尧村担任第一书记，每到过年
过节，他都要到村里看望贫困户，一方
面是为了了解贫困户的实际困难，另

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拉近彼
此间的距离。在他看来，只有像家人
一样和困难群众交往，贫困户才会真
心真意地信任他。

任三福的老伴儿去年得了急性胆
结石，住院花了7000多元，按照政策，
住院费用大部分可以报销，但2位老人
年近八旬，对流程又不太了解，导致医
药费用报销进度缓慢。“当时我可着急
了，咱们本来就急需用钱，可医药费自
己又不会报销，要不是燕飞给我跑前
跑后，我老汉睡都睡不着，更别说过年
了。”任三福说。

今天，董燕飞又给任大爷送来了
元宵，看着这满满一袋子的元宵，任大
爷激动地说：“我娃娃不在身边，燕飞
三天两头来嘘寒问暖，更没想到现在
还给送来了元宵，我和老伴儿好几年
没吃元宵了。”

张铁柱患有精神类疾病，离异，有
一个3岁大的女儿，董燕飞经常到他家
来问寒问暖，就连张铁柱的女儿也特
别喜欢这个董叔叔，每次来都要他抱
起来举高高。

看着董燕飞给他家送来的元宵，
张铁柱的女儿嚷嚷着要吃，她奶奶小

心翼翼地数出6颗赶紧下锅。奶奶班
改芝说：“燕飞逢年过节都来看我们，
还给娃娃买新衣裳，拉上我这病痛缠
身的儿子去包头看病，燕飞真比我的
亲生儿子还管用。”

在送元宵的路上，村里的秧歌队
遇见了扶贫书记董燕飞，村民们你一
言我一语，硬拉着他扭了一段儿。

“啊呀，燕飞就会扶贫，瞧瞧那秧歌
扭得像个木棍，还不如我这80岁的老
汉了。”在一旁观看的王大爷逗趣地
说。

土右旗将军尧镇白青尧村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26户63人，在扶贫书记董
燕飞的带领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目
前17户41人已正式脱贫。

元宵送完了，董燕飞马不停蹄地
回到了村里的办公室，开始筹划
2019年的扶贫工作，他说：“我今年
最大的愿望就是贫困户全部实现脱
贫。”

过节不忘“家里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
雅嘎查牧民廷·巴特尔家近日增添了
30多头小牛犊，这些初来乍到的新生
命，让这片草原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这些年来，
廷·巴特尔载誉无数。但每次接受采
访，他都会强调说，我是一名牧民，这
是我的职业。

“牧民”二字，在廷·巴特尔心中有着
至高无上的地位。扎根草原40多年来，
他把全部的心血献给了草原，成为牧民
群众最为信赖的带头人。“在把草原建设
好的前提下，配齐了基础设施，我们就能
够过上‘贵族’的生活。”在廷·巴特尔看
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住在田园“小别
墅”，享受着城市的文明，这就是发达国
家“贵族”们才能享受到的生活。

“如今，我们牧区最为欠缺的是什
么？我想，道路、信息网络、电网这些
基础建设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因
此，在今年的两会上，我的提案就是围
绕着这些来准备的。”廷·巴特尔说。

从党代表到人大代表，再到政协
委员，近些年来，某种程度上，廷·巴特
尔已经成为草原牧民的代言人。在去
年的两会上，他站在牧区长远发展的
高度，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呼吁建设
阿巴嘎旗北部边民通道。他说：“我们
旗北边和蒙古国接壤，边民多有来
往。我们这边缺草，生活物资更为丰
富，而蒙古国那边草场有富余，我建议
建设一条边民通道，有利于促进中蒙
友好，更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廷·巴特尔是个大忙人。虽然年
过花甲，但家里所有的日常生活全靠

两口子自己打理，再加上外出开会、参
加宣讲等等，他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
满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家里
来了取经的牧民，廷·巴特尔都会把手
头的活儿往后放，给他们介绍经验。

他说：“2018年，来我们家参观学
习的牧民有1万多人次。喊破嗓子不
如做出样子，只要我做出的样子对牧民
有用，我就有责任和义务给他们好好讲
一讲。”
【记者手记】

这几年来，没少采访廷·巴特尔，
而且每次的采访对于记者来说，都是
一堂生动的课。记者感觉，廷·巴特尔
最为可敬的地方就是开拓思路、不断
创新，做出样子供牧民学习参考。在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廷·巴特尔带
着牧民们的期望，准备启程。

廷·巴特尔：让牧民成为生活在草原上的“贵族”

本报2月25日讯 （记者 钱其
鲁）2月 25日，记者从全区粮食与物
资储备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我区
粮 食 库 存 量 比 历 史 最 高 点 下 降
73.6%，收储制度改革效果和“去库
存”进度均好于预期。

据了解，过去一年，我区认真贯彻
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粮食收储制度改
革进一步深化，全年收购粮食 254.4
亿斤，其中地方企业收购量占74.4%；
拍卖政策性粮食294.3亿斤；通过铁
路外运粮食 177.8 亿斤，同比增长
30.4%；与8个省份15个地市签订购
销战略协议。同时，全区深入贯彻“两
头两尾”要求，推进粮食产业发展力度
进一步加大；积极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市场调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力推动
粮食流通重点工程建设，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进一步提升；着力创新粮食流
通监管方式，保安全守底线的支撑力
进一步加强；强化盟市长责任制考核，
粮食安全基础进一步巩固；加强行业
自身建设，适应新时代担当作为能力
进一步提高。

会议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区粮食和物
资储备系统要牢牢把住粮食和物资供
应安全底线，大力推动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着力创新和完善粮食市场调
控，加快构建统一的粮食和物储体系，
不断开创我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新
局面。

去年我区粮食库存量
比历史最高点
下降73.6%

本报2月25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受冷空
气影响，25日起未来 3天，我区西部
偏东和中部地区将再迎雨夹雪或降雪
天气。

2月中旬以来，全区大部天气呈
现冷暖交替频繁、冷空气来去匆匆的
特点。目前已经进入“八九”，天气逐
渐回暖，但仍不时有冷空气来袭。气
象专家建议相关部门提前采取应对措
施，牧区要采取保温防寒防风措施，及
时归牧；交通运输部门要防范此次大
风降温及降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未来3天我区再迎
雨夹雪天气

2月25日，内蒙古大学学生在呼和浩特市文化商城购买文具。随着各大高校以及中小学开学时间的临近，不少学生已经
开始添置新的学习用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拼搏奋斗新时代·我的履职故事

买文具迎开学

2月25日，呼和浩特市新华西街移动采血车上，市民在义务献血。由于近期临床
用血和急诊用血增多，血液中心库存急剧下降，远低于血库正常标准库存。为此，内
蒙古血液中心近日发出紧急倡议，呼吁市民积极踊跃献血。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义务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