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格日勒图 实习生 田伟

“能被郝书记专门约见，面对面地交流信
访举报问题和个人诉求，心里的疙瘩和怨气
一下就小了。”受到约访的青山区兴胜镇王应
基村东边墙村小组村民刘致富说。

日前，包头市青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郝杰利用三天半的时间约见了中央
第八巡视组反馈的5个问题线索的相关信访
举报人，就举报人反映问题的具体内容、个人
诉求及其近几年反映问题的经过、途径、问题
解决程度，分别向举报人进行深入了解；审查

组负责人向举报人反馈了相应问题线索的初
核情况和来龙去脉，与举报人深入交流梳理
问题存在的主要症结，就相关政策法规作了
详细解释和情况说明。

青山区纪委监委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案主动
约访、纪检监察干部带案下访和信访举报办理情
况适时反馈回访三项制度。全体纪检监察干部沉
下身子、身体力行，主动约访、带案下访、适时回
访，用自己的真心实意换来了群众的顺心顺意。

2018年以来，青山区各级纪检监察干部
先后深入 51 个农村社区，入户走访 156 次
437人，设立信访联系点11个，把接访窗口搬
到群众门口，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着力解决发

生在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陈年旧账，
厘清问题，消除“病根”。

郝杰负责的5个信访举报问题线索中，有
一例情况极为复杂特殊，里面涉及自盖楼房
质量问题、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及“三务”
公开等大大小小30余个问题。在收到该举报
线索第一时间，郝杰组织班子成员召开会议
进行专题研究，联合兴胜镇纪委进行初核。
后又根据进展情况多次进村入户到举报人家
里，了解核实有关细节。处置结束后，郝杰再
次耐心细致地向举报人说明了区纪委监委对
线索进行核查的经过和最终的处理结果，举
报人动情地竖起大拇指，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信访举报问题办结以后，青山区纪委监
委要求包案干部适时对实名举报人进行电话回
访，必要时接访人与举报人直接见面回访，因举
报人身体或其他特殊原因的主动入户回访，重
点了解群众对信访问题办理结果是否满意，对
纪委监委各项工作有哪些意见建议等。通过建
立信访举报办理回访工作制度，不断压实信访
举报办理责任，在给纪检监察干部加了“紧箍
咒”的同时，也让信访举报有着落有回音。

2019年第一季度，青山区纪委监委共受
理各类举报 32件次，现场接访 61批次 110
人，全区信访举报数量逐年减少，民生领域矛
盾越来越少，群众满意程度愈来愈高。

青山区：“三访”模式换来群众顺心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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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路上

本报赤峰5月8日电 （本报记者 徐永
升 见习记者 冯雯雯）盛春时节，赤峰市宁
城县忙农镇青龙山杏花初绽，前来赏花踏青的
游人络绎不绝。在中国宁城2019第三届杏花
节期间，全国七省市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也在这
里激情开赛。看如雪杏花，观精彩车赛，宁城
县乡村旅游业开年打出了当头炮。

本次主题为“杏韵启航青龙山·绿水青山
看宁城”的杏花节，游客人数达 1万人以上。

在青龙山上，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漫步在
5000多亩的杏林花海，或驻足赏花，或拍照留
念。现场还为游客准备了杏花主题剪纸、秧
歌、京剧、舞扇、广场舞等节目，具有宁城特色
的铢铢镲打击乐和契丹刺绣表演引得游人驻
足观看。

近年来，宁城县转变思路，走“文化+旅游+
体育”的融合发展之路，引进了自行车挑战赛、
国际名校龙舟邀请赛等全国赛事，利用赛事平

台展示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宁城民俗文化。
如今，紫蒙湖旅游文化节、大双庙梨花节、小城
子牡丹节、忙农杏花节、大城子油菜花节、大城
子那达慕大会、大双庙二官营子那达慕大会等
节庆活动已小有名气，“山水中京·田园宁城”
的生态旅游品牌正在形成。

发展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去
年，宁城县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17 亿
元。投资1.5亿元完成了道须沟、紫蒙湖、黑里

河游客服务中心、八里罕“金农圣泉庄园”、忙
农丛杖子田园综合体等新建、续建项目；投资
5.9亿元，实施了景区连接线、旅游公路等11个
项目；投资7730万元，实施了小城子苹果主题
公园、4个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等10个项目。
通过旅游标准化建设，使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户
总数达到147家。

为了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今年宁城县
将依托京沈高铁平泉站建设“赤峰南部旅游

集散中心”，依托天义站建设“宁城旅游集散
中心”，让这2个高铁站成为宁城全域旅游服
务网的龙头。在 2个龙头引领下，县里将重
点打造八里罕特色小镇、黑里河体育小镇、宁
城西部公园、辽中京文化产业园、右北平郡遗
址公园等品牌景区和核心景点。还将建设黑
里河打虎石村、五化马营子村等一批特色民
宿村，让更多游客能在静谧的民宿中感受精
致的乡愁。

宁城县以花为媒带火乡村旅游

本报乌兰察布5月8日电 （记者 赵娜）
近日，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的深度贫困地
区科普传播和精准扶贫专题培训在商都县启
动。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科普工作，全力服
务乡村振兴和科技助力脱贫攻坚。活动现场，
1000余名基层干部聆听“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科普报告。

启动仪式后，25名专家深入该县10个乡镇，
巡回开展为期1周的农牧业实用技术培训、科普
宣讲等服务。专家们积极融入贫困群众中，一对
一地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现场把脉问诊，对症下
药开良方，为商都县广大贫困群众搭建一个掌握
实用技术、拓宽致富路子、提升致富能力的平台。

商都县

迎来深度贫困地区
科普传播活动

本报巴彦淖尔5月8日电 （记者 韩继
旺）“以前村里的厕所都是简陋的旱厕，夏天味
难闻冬天又太冷。如今沾了‘厕所革命’的光，
政府给每户补贴 1900 多块钱建了一个化粪
池，让我用上了水冲厕所，不但干净卫生，而且
特别方便。”杭锦后旗沙海镇南园新村杨先柱
感慨地说。

厕所虽小，却是关系民生的大事。2018年
以来，按照自治区要求，杭锦后旗将农村改厕

列为民生工程，通过宣讲政策、典型示范、资金
扶持等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农村改厕
工作，全年投资330万元，完成农村改厕1680
户。同时，加大村庄公共厕所建设力度，在中
心村、特色村、旅游村配套建设公共厕所，新建
和已有公共厕所均达到公共厕所三类标准，进
一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稳步发展，使农民的
生活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推开蛮会镇民生村三组樊二片家的卫生

间门，瓷砖铺地，洗手台、淋浴器、水冲式便厕
一应俱全。

“厨房与厕所都在家里，放在以前绝不可
能，过去厕所都是和猪圈羊圈混在一起。现
在，我们用的厕所和城市里的没啥区别，马桶
是自己亲自选的，即节水又环保。”刘果枝打
趣地说。

如今，民生村家家户户的厕所都经过了
改造，农户家的污水和粪便直接流到自家的

化粪池中，半年抽一回，还可以当肥料。这种
做法，既可以让村容村貌整洁，又有利于生态
文明建设。

“厕所革命”为普通农家带来了卫生观念及
生活方式上的大变革。很多村民深有感触地
说，改厕之前，总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没那么讲
究，也没法讲究，现在看着家家户户厕所都那么
干净，院子里其他地方的卫生自然就好搞了。

“旱厕气味难闻，容易滋生蚊蝇，既不美观

也不卫生。‘厕所革命’正好‘革’到乡亲们的心
坎上，现在大家都很支持。”杭锦后旗住建局副
局长任安明说。

据了解，杭锦后旗把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和完善美丽乡
村建设、改善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污染的一项
重点惠民工程，今年继续递增实施1800户，争
取到2020年完成12000户，把这项长期影响
百姓生活品质的短板补齐。

杭锦后旗“厕所革命”补上生活品质短板

本报赤峰5月8日电 “‘全国通办’政策的
实施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赤峰市松山区出
入境管理大队业务大厅办好护照后，张女士激动
地说。

户籍地在黑龙江省的张女士一直在松山区
五三镇居住，由于孩子还小，不方便回户籍地办
理护照。“要是回户籍地办理，还得向单位请假，
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自4月1日起，普通
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
办”，这一新规的实行正好打消了张女士的顾
虑。当日，她只用了10多分钟，就在当地的业务
大厅办理好了护照。

实施“全国通办”政策以来，松山区公安分局
出入境管理大队共受理省外异地办证人员20余
人，占业务受理总量的7%左右，这项好政策已在
松山区全面落地。 （耀娟 嘉临）

松山区

“全国通办”政策落地

本报通辽 5月 8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
群）日前，通辽市花季旅游启动仪式暨扎鲁特旗
第二届山杏花、杜鹃花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该旗
中华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以“敖包相会的地方，开启花季之
旅”为主题，依托扎鲁特旗山杏花、杜鹃花资源优
势，开展旅游商品展、传统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服
饰表演、摄影展、民族特色商品展销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通过营造通辽花季旅游
热点，挖掘全市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
力，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知名度，打响“敖包相会
的地方——通辽”和“中国最美山地草原”文化旅
游品牌。

近年来，扎鲁特旗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四季
旅游”发展战略，大力开发花季旅游线路，丰富旅
游产品，使花季旅游成为四季旅游的重要内容，
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扎鲁特旗

开启花季旅游模式

本报乌海5月8日电 （记者 郝飚）近日，
在乌海市海勃湾区教育局举办的“公办与民办幼
儿园合作联盟”启动仪式上，该区11家公办幼儿
园与22家民办幼儿园组成“合作联盟”。此举将
有效促进该区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据介绍，接下来将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方
式，按照“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实施完成幼儿
园一日生活优质资源、幼儿教育活动优质资源、幼
儿教师和园长培训课程优质资源、共建家园共育
优质资源“4个优质资源”共建。同时，“合作联
盟”也将为海勃湾区学前教育打造出一个专业成
长、经验交流、成果展示、合作攻关、协同创新、资
源共享的平台，不断引领学前教育科学规范发展，
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园际间发展差距。

海勃湾区

33家幼儿园结盟
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张善君

2018年 3月，鄂尔多斯市代建中心工程
预决算中心副主任乔巍被选派担任伊金霍洛
旗红庆河镇林家圪堵村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
书记。他扑下身子用脚量民情、用心听民意，
把老百姓的困难、诉求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
立足本村实际，找准问题所在，认真落实各级
党委政府关于脱贫工作的部署安排。

乔巍担任第一书记的林家圪堵村下辖5
个社，主导产业为种养殖业。全村共有475
户1145人，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户29人（已
全部退出贫困线）。该村地处偏远，资源匮

乏，产业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常住
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均收入较低。

有好的产业才能带动百姓更好更快地走上
致富路。作为第一书记，如何选择好、发展好产
业成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乔巍带领驻村工作
队通过深入调研，根据包联村实际情况，最终与
镇、村共同确定产业定位为大力发展科学种养
殖业，通过科学种植，以种促养，科学养殖、以养
增收，满足长效发展。同时找准了制约产业发
展的症结：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不足；
农网改造未完成，动力电不足；种养殖技术相对
落后，知识化信息化种养殖基础差；圈养、储草
等设施差，基础条件不足。

在找准问题后，他以问题为导向，逐一进

行破解。联系鄂尔多斯市农牧方面的专家对
村民进行农牧技术培训；在解决农网改造方
面下了大力气，基本解决了生产动力电缺乏
的问题；帮助养殖户完善、新建标准化基础设
施，并给予一定资金补贴。

为林家圪堵村 46 户养殖户每户资助
8500元新建养殖圈棚，共建设养殖圈棚9660
平方米，投入资金39.1万元；资助2万元为林
家圪堵村二社购买管道、管件，实现了该社节
水灌溉全覆盖。并成立了伊金霍洛旗林家圪
堵种养殖有限公司，助力集体经济。

协调42万元新建低压线路6.3公里、高压
线路280米的农网工程一项，安装变压器一
台；资助41户新建标准化储草棚7661平方米，

投入资金29.8万元；联合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和中医院到林家圪堵村开展联合义诊活动，接
诊约400人次，免费发放近万元药品；为林家
圪堵种养殖有限公司介绍并承揽10.9万元的
业务，实现净利润2万元；帮助一社维修农田节
水灌溉设施，资助0.5万元修复供水主管。

目前，基础设施的完善让养羊成为全村
第一大经济收入来源，共有60户符合条件的
养殖户受资助建成了养羊圈棚或储草棚，共
计养羊4110只、养牛20头，养殖户每年可增
收120万元左右，每户可增收2万元。

如今，林家圪堵村加快发展的大幕已经
开启，乔巍和驻村帮扶队员们一起，正带领村
民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

扑下身子解民忧 勇挑重担谋发展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实习生 万永杰 摄影报道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广大干部群众栽树植绿成绩斐
然，短短5年时间共完成人工造林33989亩，总投资约30亿元。
如今，“开窗见绿、出门见园、移步见景”已在赛罕区变为现实。

在农区，赛罕区全力推进村间道路及村屯绿化工程，总投资
约24亿元，绿化总面积10334亩，涉及全区59个村60多条道路，
共植树100多万株。

在城区，赛罕区努力建设城市园林生态系统，先后建成占地
400余亩的内蒙古党政军义务植树基地，占地350余亩的乾通渠
义务植树基地，占地500余亩的榆林镇苏木沁赛罕区青少年素质
教育基地等。

2018年，赛罕区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目标超过90%，城区园
林绿化和义务植树总计完成958万株（丛）。今年，赛罕区将努力
实现绿化覆盖率超过4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9平方米以上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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