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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6月 19日电 （记者 徐永升
见习记者 冯雯雯）初夏时节，翁牛特旗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正酣，成
片的光伏电板汇成了蓝色的海洋。这个计划
投资 1.3 亿元的光伏扶贫项目投产后，可对
2824户搬迁户连续扶持20年，每户每年收益
达到3000元以上。过去，像这样公开招投标
的项目，从财政投资评审到与中标企业签订协
议，需要2至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只需1个月
就能完成。这种脱贫项目落地的高效率，得益
于脱贫攻坚指挥部的集中办公，而集中办公的
合力则源于脱贫攻坚联合党委的统筹推动。

为了实现党建与脱贫工作的深度融合，解
决好“资源散”“合力弱”“两张皮”等老大难问
题，翁牛特旗从3月起，实行脱贫攻坚指挥部
集中办公，设立了 23 个专项工作推进办公
室。在此基础上，组建脱贫攻坚联合党委。联
合党委联动入驻集中办公区的发改委、财政局
等26个部门，北京复兴医院等16个京蒙协作
党组织，由106名党员骨干，成立了光伏扶贫、
金融扶贫等 20 个部门党支部。党建这根

“线”，把各个专项办公室拧成了高效协作的一
股“绳”。

“脱贫攻坚联合党委以党建铸魂聚力，以

组织联动，引领各类资源聚焦脱贫、党员群众
齐力脱贫，实现了1+1>2的融合效果！”脱贫
攻坚联合党委书记，旗委常委、组织部长张
广智介绍，联合党委推行入驻集中办公区的
党员干部与原单位管理、考核“双脱钩”，旗
委对联合党委单独设立考核标准、评优指
数，让入驻的党员干部能心无旁骛地工作。
联合党委成立后，联合开展主题党日、主题
党课等活动，让党员们实现了从相加到相融
的磨合，让联合党委变成了打好脱贫攻坚战
的战斗堡垒。

“以往项目资金评审和招投标，要跑财政

局、评审机构和采购中心，来回要跑上好几
趟！”扶贫资金管理党支部干部李政楠介绍，联
合党委成立后，他所在的支部整合了财政局、
审计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的组织资
源，设置评审、采购、审核、拨付、监督5个党
员先锋岗，在一个办公室就能走完所有批办
流程。过去，扶贫项目落地大都在六七月份，
今年所有的项目的前期手续，在 3月底之前
都全部完成。辽宁金麒麟公司总经理董玉奎
说，现在光伏项目的拨款从申请到资金到账，
只需要7天，比过去提前了半个月。

联合党委实行周调度、月分析、季总结制

度，由巡视整改党支部定期通报各级扶贫巡
视出的来问题和整改进度，再由各部门党支
部认领并推进整改。今年以来，联合党委整
合扶贫资金7700多万元，对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实施菜单式到户产业项目。根据地区的
贫困程度和脱贫情况，每人给予 4000 到
7000元的补贴。贫困户可自主选择养牛羊、
种大棚蔬菜、发展订单农业等项目。在联合
党委的推动下，到户产业项目推进速度加快，
目前全旗已拨付项目资金6393万元，覆盖贫
困户4986户，为基层节约项目前期费用和成
本20多万元。

翁牛特旗：脱贫攻坚联合党委攥指成拳

本报包头6月19日电 （记者 吕学先）包头
市昆都仑区人大常委会把“代表之家”建设作为代
表闭会期间履职主阵地，在辖区街镇的社区和村
（嘎查）设立49个基层“人大代表之家”，实现230
余名区本级代表和由昆都仑区代为组织的80余名
自治区、包头市两级代表，以及辖区内90余名镇级
代表全覆盖。2018年度，还获评全市10个“五星
级”和17个“四星级”代表之家。

为规范代表之家活动，已形成管理制度20余
项，使代表之家管理做到学习有计划、履职有规范、
活动有成效、考评有标准、积分有公示。仅2018
年，通过代表之家开展的代表活动，就为群众解决
身边的“老大难”问题40余项，后期跟踪协调处理
热点、难点问题70余项。通过“代表之家”阵地，昆
区为代表建立民情信息通道，搭建微信群数十个，
组织民情信息员队伍4000余人，梳理反馈各类民
情信息近千条，为代表知民情、解民忧创造了良好
条件。

昆都仑区

"代表之家”成为
知民情重要通道

本报呼伦贝尔 6 月 19 日电 （记者 刘玉
荣）进入 6月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
区干雷暴活动频繁，防火形势严峻。为此，内蒙
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森林防火指挥部
提前部署，积极应对雷击火，全力做好防范扑救
工作。

针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管理局森防指将
航空消防局指挥体系前移至北部原始林区前指基
地，派出移动航站，部署飞机5架，并要求各单位
靠前驻防，加强巡护瞭望，增加飞机巡护的密度和
范围，提高瞭望监测的精准度，发现火情及时报
告，迅速组织科学扑救，力争做到“有火不过夜，有
火不成灾”。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应急准备，各
单位专业扑火队伍集中食宿，严阵以待；半专业队
伍生产待命，防火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密切关注雷电区域，加强调度值班，确保
信息畅通。

大兴安岭林区

全力防范雷击火

本报巴彦淖尔 6 月 19 日电 （记者 韩继
旺）“芒种”节气这天，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南粮台
村、旧地新村的盐碱滩上机器轰鸣，一盘盘绿油
油的秧苗，随着插秧机的运转，整整齐齐地插在
水田里。

“现在看到的水稻田是我们经过 4年的改良
才达到的效果。”磴口县银杏庄园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相澄介绍，种植的水稻兼具海水稻和
宁夏水稻的共同优点，品质好，米香浓且耐盐
碱、天然抗虫，不需化肥和农药，亩产稻谷预计
能达到 300 公斤左右，试种成功后将大批量推
广种植。

据巴彦高勒镇镇长陈顺介绍，去年以南粮台
村、旧地新村为轴心，引进蒙草公司改良重度盐碱
地4000亩，同时以全县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土地
整理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契机，整理镇
内土地12151亩，实现渠、沟、路、林、田综合配套，
为盐碱地规模化改良创造了条件。

磴口县现有盐碱地面积约54万亩，其中重度
盐碱地8.3万亩。去年已改良盐碱地1.62万亩。经
过改良，这些荒芜的盐碱地将逐渐变成稻花飘香的
米粮川。

磴口县

盐碱地变身米粮川

本报鄂尔多斯6月19日电 （记者 王玉琢）
近段时间，达拉特旗昭君镇电商扶贫服务站大米销
售生意火爆。昭君镇沙圪堵村贫困户杨根有高兴
地对记者说：＂能够把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通
过电商卖个好价钱真是太好了。＂这得益于达拉
特旗的电商扶贫，一季度9个镇电商扶贫中心实现
销售额13万余元。

今年，达拉特旗 9个苏木镇电商参加扶贫活
动，其中50户贫困户的农产品通过活动实现了销
售。依托电子商务带头人为贫困户提供电子商务
服务，推动电子商务带头人与贫困户建立长期、稳
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全旗形成村村有电子商务，户
户有人带动的发展局面。

达拉特旗

9个苏木镇村村有电商

□本报记者 胡日查 实习生 于佳楠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阿尔山市白狼镇
林俗村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打出“党建引
领+产业发展”组合拳，在全镇贫困户中发展
各类投资小、见效快的特色种养殖产业，让贫
困群众依托这些产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目前，白狼镇林俗村49户建档立卡户已全部
达到脱贫标准，已全部签订退贫协议书。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就是以党建兴产业、以党建谋就业促
脱贫，努力将贫困户中的致富能手培养成党
员，将党员培养成带动贫困户的致富能手，将
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将村干部培养
成产业示范户。

今年36岁的王虹是白狼镇林俗村人，早
年因父亲生病等家庭原因欠下外债，致使全
家生活陷入困境，2016年王虹成为白狼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的一员。“当时家里很困难，
我们家既没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手艺，就是
在这个时候驻村工作队了解到我的情况，帮我
在白狼镇洮园新村承包了早餐项目，仅去年一
年我就收入8万元，一下子让我们全家走出了
困境。”王虹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身边的党
员帮助了他，所以去年年底脱贫后他就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希望像这些党员一样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也帮助其他贫困户脱贫。

为了让贫困户更好地自主创业，阿尔山
市先后出台了产业帮扶、贴息贷款等帮扶政
策，但林俗村的村民担心投资风险大，再加上
一没资本二没技术，大多仍选择外出务工或
打零工赚钱。“‘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了
解到村民的真实想法后，我们驻村工作队先
从鼓励创业入手，盖大棚、搞养殖、开饭店，发
动党员干部鼓励部分建档立卡户先‘摸着石
头过河’，带头发展产业。”驻村工作队队长徐
国强介绍，他们联合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

门做工作，解开贫困户观望、畏难的思想疙
瘩，激发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热情。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的推动下，
13户林俗村建档立卡户共办理了80万元金
融扶贫贷款和39万元产业借款，通过发展种
养殖、旅游等产业，户均年收入达到 3-8万
元。对于没有劳动能力和没有创业能力的24
户家庭，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借助阿尔山
市委市推行的“一贷双增”扶贫模式，以合作
分红方式投入到大企业当中，24户家庭每年
有了4000元收入，而且连续3年受益。

白狼镇建档立卡户邵红岩便是自主创业
的排头兵。她曾经尝试种植树苗和花卉，但
因为技术和经验相对欠缺而没有成功。但邵
红岩不想半途而废，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也
认为，在阿尔山旅游大环境下，种植芍药花、
百合花等当地花种，开辟阿尔山市野生花卉
市场可能还是一条出路。所以便专门为她制
定了种植芍药花的产业脱贫方案，帮助她联

系办理了10万元的小额贷款，作为创业启动
资金，并为其协调了种植产地。

目前花卉种植园发展良好，看着自己亲
手栽下的一株株芍药，邵红岩感慨颇多：“是
党的好政策和我们白狼的驻村干部，让我摆
脱贫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驻村工作队采取“反租倒包”的形式整体
运营洮源新村，建档立卡户入驻新村，年末获
得相应的房租收入。而且在洮源新村推出垂
钓和旅游马车等创业项目，也优先安排建档
立卡贫困户自主创业。目前已有建档立卡户
2户在基地内创业，提供就业岗位24个，其中
建档立卡户1户2人在村内实现就业。

此外，白狼镇还打造4个就业基地，整合
白狼镇辖区内的水知道矿泉水厂、天原林产
公司、鹿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蒙狼公司，为
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226个，成为白狼镇4大
精准脱贫就业基地，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已
有14户18人实现就业。

“党建+产业”激发贫困户创业脱贫干劲

本报包头6月19日电 （记者 刘向平）
一辆满载着矿石的矿车沿着宽阔的矿道缓缓
驶来，这个大家伙高6.8米，载重可达170吨。
一路上，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它启步、加速、
转弯、避障、停车、倾倒，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这是发生在白云鄂博矿区包钢（集团）白云铁
矿内的一幕。近日，“5G赋能 智造未来——
智慧矿区无人驾驶应用发布会”在这里召开。

无人驾驶矿车项目是为了响应《中国制
造2025》规划，落实国家“智慧矿山”发展行
动，由包钢集团联手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在
白云鄂博铁矿打造的基于5G网络条件下国

家级无人驾驶露天铁矿示范样板工程。此次
发布的无人驾驶矿车拥有激光雷达、毫米波
雷达、差分GPS定位、5G-V2X无线通讯等多
项先进技术，能够实现车辆远程操控、车路融
合定位、精准停靠、自主避障等功能，可有效
提高特殊环境下矿车作业效率，大幅度降低
作业风险。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远程智能
调度监控平台，建设车车-车网-车地通信系
统，最终实现矿山生产运营自动化管理。

项目实施后，白云鄂博矿区将成为一座
集安全、绿色、智慧、人文及科学于一体的智
慧城市。在智能化管理下，矿区综合效益将

提升10%以上，整体能耗下降5%以上，节能
环保水平将得到明显提升。

近年来，白云鄂博矿区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及大数据发展战
略，积极推进“智慧白云”建设，在政务服务、
民生工程、安全监管、平安建设等方面取得突
出成效，实现了白云鄂博矿区信息化水平整
体提升，探索出一条建设智慧城市的新路子，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五强化、六统一、七突出”
的“智慧白云”建设模式。

通过几年的努力，白云鄂博矿区已建成
自治区首家智慧城市展示体验中心、首家公

共区域免费WIFI全覆盖、首个党员大数据、
首家智慧廉政大数据平台、首家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系统全域覆盖、首家中国数字图书馆
分馆等，同时完成了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指
挥中心，打通了智慧社区为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完成了智慧安监信息化平台建设。

下一步，白云鄂博矿区将持续加强科研投
入，扩展智慧城市在地理信息平台、5G网络通
讯、生态环保、公共应急管理、智慧民生、智慧
矿山等全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提升区域
综合竞争力，实现矿区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使老百姓的幸福感、满意度、获得感显著增强。

白云鄂博：智慧城市建设搭上“5G快车”

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海力堤村
的贫困户贾贺胜的妻子都桂霞（右）向
到访的驻村第一书记郭军介绍鹅雏生
长情况。近年来，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贾贺胜、都桂霞夫妇通过扶贫“菜
单”产业扶持养牛、养羊，到2018年末家
庭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1·3万元，还请了
所欠十几万元的外债。夫妇俩利用金
融扶贫贷款还搞起了规模鹅雏饲养，目
前大鹅育雏 3000 只，仅大鹅养殖一项，
预计出栏纯收入可达 7万元，从而率先
成为该村的典型示范富裕户。

王泽蔚 摄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影报道

一大早，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公庙
村精准扶贫户王俊芳早早地收拾好家
务，按照微信群里约定的时间，赶往村
委会的“扶贫车间”，学习缝制羊绒衫
套扣技术。 这个扶贫车间的引
进，还得从驻公庙村第一书记尚剑去
年的一次走访讲起。

“我在走访中发现随着农业机械
化水平的提高，一年当中，村民农忙的
时间也就集中在2个多月，村里留守
妇女多，家里都养羊、喂猪、养鸡，外出
打工也不现实。鉴于此，我们就与春
雪公司联系，把生产车间引进了村
里。”尚剑说。

“扶贫车间”由内蒙古春雪羊绒有

限公司提供原料、设备、技术，按件支
付加工费，负责回收和销售。村党支
部与春雪公司党支部结成“党建联
盟”，采取“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
配合企业组织群众参加学习培训，并
提供场地和相关服务。

目前，“扶贫车间”引进机器40余
台，免费培训当地贫困户和村民200
多人次。按照合同，加工一件毛衣，村
民可获得10元左右的报酬。根据熟
练程度和工作时间，一个人一天可做
20件左右，预计每月可增收6000多
元。村民田巧英高兴地说：“经过培
训，我们也多了一项挣钱的技能。”

“下一步将以公庙村为试点，向全
镇的村组推广‘扶贫车间’的经验做
法，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先锋
镇副镇长、公庙村包片干部王飞说。技术指导技术指导。。

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

养鹅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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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