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喂，这儿是12349便民为老服务热线吗？
我是昆区锦绣嘉园21栋3号的廖秉德，想请你
们来我家擦玻璃，多少钱？”

“大爷，您可以免费享受由政府购买的居家
养老服务项目，服务人员一会儿就到，请您稍等
片刻。”话务员安乌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下单
派发任务。

十几分钟后，包头钢兴家政服务公司员工
于清来到廖秉德老人家。她穿上鞋套，拿出毛
巾、清洁剂、铲子等工具，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所
有玻璃擦得一干二净。

廖秉德老人说：“这是我第二次给12349打
电话了，她们每次来得及时，又服务得很好。”

同样对服务满意的还有杨成爱老人，她身
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求助“12349”这个平
台，寻求做饭、量血压、按摩等服务。

“12349”便民为老服务平台是由包头市民
政局每年出资200万元、昆区政府免费提供场
所，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社会组织建
设运营的一家综合性服务平台。自2011年建
成以来，平台日均接入电话量400多个，成功派

单30多万个，处理政务咨询2.5万多起，发展、整
合后台服务企业1267家，录入60岁以上老人信
息35.2万人。

“12349”负责人付月英介绍说：“这个平台
共开展家政服务、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法律援
助、旅居等10大类72项服务，基本可以满足居
家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几年来，包头市累计投入650多万元，为符
合条件的老人购置孝心手环8万条、专用话机
5600部、电子保姆1.88万台，通过与“12349”平
台有效衔接，极大地拓展了服务功能。

包头作为自治区老工业城市，近年来呈现
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
失能化的发展态势，全市现有 60岁以上老年
人 47.3 万，占户籍人口的 21%，高于全国全区
平均水平。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和多样化的养老
需求，包头市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扩展养老服务
市场，全力打造社区养老服务示范点，目前已形
成普通型、护理型、标准型和医养结合型等各具
特色的多元化养老服务新格局。

初夏的一天，记者在青山区哈达社区“老少
乐园”看到，这里有家庭益厨坊、御康养生馆、家
庭教师、心理咨询室、家庭护工、家庭管家6个功

能区。老人在这里可以吃饭、养生，度过闲暇时
光。负责运营的弘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高峰告诉记者：“这是自治区首家老少乐园，社
区的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到综合家庭服务，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在御康养生馆里，马俊萍老人一边做着足
疗，一边和邻居拉着家常，转眼间就到了午饭时
间。她来到家庭益厨房，红烧猪尾、爆炒三丁、
香菇油菜，另加一碗米饭，9元钱一份套餐就是
她的午饭。她说：“这儿的饭菜不仅便宜，还干
净可口，做理疗更便宜，我刚才做的足疗才花了
1块钱。”

“怎么这么便宜？”记者问。
“这座300多平方米的老少乐园，场所由社

区免费提供，水、电、暖等费用都不用交，成本降
了，运营费自然就降了。”高峰回答。

据了解，“老少乐园”为社区居民提供早、
中、晚三餐，凡是老、少、贫、残、优抚对象，每人
每份4至9元套餐，其余人员每份25元。每周
还邀请包头四医院不同科室专家前来轮流义务
坐诊，每天还有2至3名教师免费给孩子们辅导
作业，这样，老人们就再也不用为做饭、照顾孙
子辈这些家庭琐事发愁了。

现在，“老少乐园”在包头有 3家连锁店，

500多名老人正在常年享受服务。近日青山区
又决定，今年再建10家店，实现各街镇全覆盖。

青山区的“老少乐园”不仅服务了老人，还
兼顾了孩子，而昆区实施的智慧养老则用上了
高科技。在钢32号街坊智慧养老社区，运营商
在“互联网+智慧养老”的基础上引入 PPP 模
式，打造了国内首家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养老
服务平台。“i吾之家”云平台、健康小屋一体
机、智能穿戴设备、满意度评价机、高清数字电
影机五大智慧亮点，通过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
思维，让社区老人尽享科技化、信息化带来的
智慧养老服务。

包头在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同
时，机构养老的建设也在快速推进。5月19日
下午，记者在惠德老年综合养护院看到，室外
鲜花争奇斗艳，室内花团锦簇，老人们在花海
中悠然自得。

93岁的呼市籍老人高琪说：“我去好多地方
考察过，都没有这儿好，所以就选择来这儿安度
晚年了。”

负责人牛丽宏介绍说，像这样的养护院他
们在包头开了5家，共有800多个床位，全部爆
满，供不应求。

兴胜老年公寓负责人胡忠认为，老年人观

念的转变是撬动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的主因。他
说：“过去，人们的观念是养儿防老，现在，老人
们大都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了。”

统计显示，包头现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场所
410个，设置养老床位数1.6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
床位36张，养老机构月平均入住人数7000多人。

城市的养老服务日趋完善，那么农村的怎
么样呢？

包头市民政局调研员王丽萍告诉记者：“我
市现已建成77家农村牧区养老服务站和103座
互助幸福大院，初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市、县、乡、
村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5 月 18 日上午，记者来到石拐区吉忽伦
图苏木爬榆树嘎查互助幸福大院，只见 8 栋
黄色砖房在一排排松树和太阳能路灯的映衬
下，显得格外靓丽。村党支部书记刘文义介
绍说：“这里共住着 53户 85位 65岁以上的老
人，分别是五保户、空巢老人、残疾人和低保
户，他们都是采取邻里间互相照料的方式，在
一个大院相对独立的生活。”

包头市民政局长云港认为，无论是老年人
的观念转变，还是邻里间的互帮互助，都是一种
文化，更是一种文明，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

锡盟“带薪休假”的2.2亿亩草场披上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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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5月 27讯 （记
者 郑学良）日前，记者从呼和浩特
市纪委监委驻呼和浩特市教育局纪
检监察组获悉，2019年全市中考命
题工作即将启动，为进一步严明命题
纪律、规范命题行为，确保命题工作
平稳顺利进行，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
组强调要绷紧“五根弦”，强化中考命
题工作督查问责，严防命题环节腐败
问题和不正之风。

绷紧有序弦。加强对各命题组
的组织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规
范和操作流程，明确工作职责和责任

分工，严格执行工作项目负责制度和
责任追究制度，细化命题工作安全预
案，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紧扣、层层落
实，可追溯、可倒查。

绷紧保密弦。命题工作是事关
中考成败，事关学生、家长、社会关
切，事关民生、社会公平的大事。参
与命题工作的同志要牢牢把住保守
秘密这一底线，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不该做的绝对不做，把保密要求贯穿
命题工作全过程。

绷紧安全弦。保密是底线，安全
是红线。加强各命题组成员对自觉

遵守命题现场的工作纪律、保密纪
律、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重要性的认
识，确保命题工作全程安全有序进
行。严格检查进出命题场所的人员，
严禁任何人员在任何场所使用任何
电子产品，严禁任何人员特别是涉及
用电、防火工作人员违规操作、违规
运行。

绷紧监督弦。对命题工作开展
期间的组织管理、责任落实、工作推
进情况进行全程跟踪，适时组织阶段
性抽查，并会同有关部门对命题场所
技术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防

火、防盗设备和网络设施运行情况等
开展一次集中预演，不断强化对命题
工作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与管理，
对命题工作中出现的失职渎职、违规
违纪问题，除了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
之外，还将对当事人所在单位和责任
领导启动问责机制。

绷紧正向弦。切实加强相关部
门考前宣传教育，做好外围配合工
作，积极发挥考前宣教工作的正面引
导作用。尤其要坚决杜绝以招考办
或学校名义向成绩边缘考生推介功
利性办学机构的行为，纪检监察组将

加强工作配合、督导检查，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中考命题工作期间，本着对考
生、家长、学校、社会负责的态度，我
们以抓实抓细抓小抓好的严谨作风，
进一步强化命题工作的督查问责力
度，目的就是要坚决防止命题工作中
的各类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的发生，
坚决杜绝命题环节中的不正之风，全
力保障2019年全市中考命题制卷工
作顺利、安全、平稳。”呼和浩特市纪
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
人说。

呼和浩特市：绷紧“五根弦”严防中考命题环节腐败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5月中旬，经过一个多月的春季
休牧，锡林郭勒大草原已经返青，目之
所及绿意盎然。但也有个别地区发生
了小规模虫害。为此，该盟各地林业

和草原保护部门迅速行动起来，采取
措施，将虫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苏尼特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乌仁图雅介绍说，今年春夏季，该旗休
牧工作成效显著，全旗牧草长势良好，
牧草盖度和高度比往年同期明显提高。

今年春季，锡林郭勒盟让2.2亿

亩草场“带薪休假”，有效缓解了草场
压力，加之今春雨水情况良好，使牧
草长势以及返青面积都较往年有明
显提高。与此同时，为有效防止草牧
场虫害的发生，锡盟各地通过播撒防
虫药物等措施保护草原。

本报锡林郭勒 5 月 27 日 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行走在雨后的
锡林郭勒草原，嫩草的芳香扑面而
来；放眼远望，绿茸茸的草原生机盎
然。5月 20日，西乌珠穆沁旗2258
万亩草场结束了为期30天的“带薪
休假”。监测结果显示，该旗境内典
型草原返青率 91％，比去年同期提
高 3％；东部草甸草原返青率达到
94％，比去年同期提高2％。

下午4点，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
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额尔登尼家
中，觅食回来的羊群在井旁饮水，他

和家人在棚圈里忙碌着。额尔登尼
告诉记者，除了自家的9450亩草场，
他还租了3500亩草场，为了让草场
能够有效休养生息，早早准备了 55
吨牧草、40吨青贮、1.5吨颗粒料，到
现在还有剩余。

今年春季，锡林浩特市8个苏木
镇场 36 个嘎查分场草畜平衡区
1807.13万亩草场进行为期30天的
休牧。据悉，锡林浩特市对实施休牧
的牧户按每亩草场0.75元的标准给
予休牧补贴，所需资金由盟、市两级
按照4：6的比例承担。

额尔登尼说，今年的休牧期间下
了两场雨，草场基本得到了返青，由
于没有牛羊啃食，幼草长势很不错，
也避免了羊群啃吃新草而掉膘的情
况。就在这两天，锡盟大部分地区又
迎来一场有效降雨，牧草植被盖度和
高度都有了明显提高。

在镶黄旗，自 4 月 10 日开始，
393万亩草场进入为期30天的春季
休牧。为确保休牧工作落到实处，该
旗成立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推
进组，由各科局组成 57支 225人的
休牧工作宣传指导队，深入帮扶嘎查

开展休牧宣传和指导工作。镶黄旗
提前储备了 2000多吨青草和 3000
吨青储玉米，保证了全旗春季休牧期
的饲草料需求。

从4月初起，苏尼特右旗正式进
入 2019年春季休牧期，全旗 7个苏
木镇 2930 万亩草场迎来“带薪休
假”。

该旗额仁淖尔苏木阿尔善图嘎
查牧民杨石磊说：“只有生态恢复好
了，畜牧业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休
牧前我家准备了20吨青干草，再加
上政府的休牧补贴，一个月的圈养不

成问题。今年休牧期间降雨也不错，
草场恢复得很好。”

苏尼特右旗草原生态综合执法
大队副队长塔娜告诉记者，通过严
格执法和多方位宣传，牧民已经转
变了观念，变被动休牧为主动休牧，
从“要我休牧”变成“我要休牧”。

从 4 月上旬开始，锡林郭勒盟
各地陆续进入 30天至 40天的春季
休牧期，占全盟草场总面积大约
83%的 2.2 亿亩草场迎来“带薪休
假”，每亩草场得到0.75元到 1元的

“薪水”。

本报通辽5月 27日电 （见习记者 薛
一群）通辽市政府日前与自治区气象局签定
《发挥气象科技优势、推进高分数据应用、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

按照合作协议约定，自治区气象局将支持
通辽市综合气象服务体系建设，提升重大战略气
象保障服务能力，助力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启动通辽市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心建设，支持具
备条件旗县先行完成县级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
心建设，推进市县两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机
构和发布系统建设。重点围绕实施“四个千万
亩”生态修复保护工程，加快推进全市高分中心
建设，构建卫星遥感综合应用业务平台。科学挖
掘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针对当地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工程和农牧业生产需要，常态化
在西辽河流域、科尔沁沙地区域开展抗旱救灾及
生态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依托通辽市智
慧城市建设体系，建设智慧气象服务平台，推进
基于城市减灾、交通路网、旅游服务、能源调度和
公众需要的智能气象保障服务系统建设。

通辽市与自治区气象局
签定高分数据应用
合作协议

本报呼和浩特5月27日讯 （记者 刘洋）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截至目
前，高新技术企业达270家。

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呼和浩特市制
定印发《呼和浩特市扎实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打造“中国乳都”升级版
的若干意见》《推动乳产业升级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为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呼和浩特市不断
促进“企业登云”进程，目前，738家企业“上
云”，为全面推动自治区工业互联网平台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为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呼和浩特市制定《关
于加快培育百亿元级工业骨干企业的实施意
见》。2018年，呼和浩特市新增规模以上企业16
户。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初步形
成引领带动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呼和浩特市实施
科技成果转化转移项目31项，启动实施了科
技城示范园建设。目前，呼和浩特科技创新精
准化服务平台建成并投入运营，蒙商产学研科
技创新战略联盟和内蒙古蒙商产学研联合会
相继落地。

呼和浩特市
高新技术企业达270家

本报巴彦淖尔5月27日电 （记者 韩继
旺）这两天，杭锦后旗三新商贸公司生产车间里
机声隆隆，弥漫着诱人的清香，工人们上料、拣
杂、包装，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成品南
瓜子将搭上“一带一路”快车，远销西欧、北美、
南美和东南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销售主管吴青青说：“春季是籽仁类产
品的出口旺季，海外客户订单多。公司抓住商
机扩大销量，为全年出口贸易打下基础。”

巴彦淖尔市出口农产品包括葵花子、南瓜
子、番茄制品、脱水蔬菜、肉类、羊绒、枸杞等。
今年一季度，巴彦淖尔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火
热势头，贸易值达11.1亿元，同比增长42.3%，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94.9%，占自治区农产品出
口总值的62.4%。

今年，乌拉特海关积极助力“天赋河套”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严格监管，优化服务，抓住重
点企业，盯住关键产品，发挥品牌效应，保障农
产品“优出快出”。此外，巴彦淖尔市保税物流
中心（B型）通过海关总署等四部委联合验收，
封关运营后，将为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搭建保
障平台。

巴彦淖尔市
特色农产品出口增势强劲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鲍庆胜 摄影报道

近日，科左中旗白兴吐苏木首届文化旅游节暨庆祝建国70周年
“花开中国”系列活动在白兴吐苏木举行，设有大型文艺演出、山地自
行车骑游大赛、赏花摄影以及博克、赛马、布鲁、射箭比赛等活动。

近年来，白兴吐苏木大力发展生态林果产业，在苏呢吐、二龙山、
中会田等10个嘎查村建起杏树、沙棘、锦绣海棠果树林经济林示范
区1.4万余亩，借助丰富的花果资源，努力打造春季花香四溢、秋季硕
果飘香的塞外杏花村，每逢杏花盛开的春夏季都会有数万游客前来
旅游观光。

塞外杏花村

去包头感受文明和谐的养老去包头感受文明和谐的养老““画风画风””

杏花园里奏响赞歌杏花园里奏响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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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防治虫害保护返青草原积极防治虫害保护返青草原

■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