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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定格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迎着晨光，突泉县六户镇和胜村贫困户
庞金龙穿上生态护林员的紫色马甲，骑上摩
托车，朝着和胜村周围的林地驶去，开始了
一天的巡护工作。

随着气温日渐升高，林业病虫害的防治
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今年，庞金龙看护
的490多亩果树即将进入盛果期，这让他倍
感责任重大。“前几天喷洒药物工作已经完
成，眼下一天至少要骑摩托溜达一圈，我得
看好这片果树，让这些苹果、沙果和山杏健
康长大。”

突泉县现有林地总面积 308.5 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28.95%。为了保护好多年来的
林业发展成果，使突泉的山更青、林更密，
突泉县结合生态护林员项目，自 2016年起

用 3年时间选聘生态护林员 879人。和胜村
贫困户庞金龙多年来一直义务护绿，经过严
格招选和业务培训，他成为村里第一批生态
护林员。

“有了生态护林员的工作，我在家门口就
能就业，完成管护任务，每年能享受国家护林
补助1万元。”庞金龙介绍说，家里土地少，过
去只能靠他外出打工维持生活，然而他腰部
受伤后整整2年瘫痪在床，让这个原本殷实的
家庭一下子走向了困境。

如今，生态护林员这份工作让家里开始
有了起色，靠着每年一万元收入，去年庞金龙
买了8只羊，开始发展养殖业。说起这个岗位
带来的改变，庞金龙喜笑颜开：“现在每年收
入能达到2万多元，脱贫不成问题，最让我自
豪的是村子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对于生态护林员选聘上岗后带来的脱贫
护绿作用，和胜村党总支部书记王志坤最有

发言权：“有了护林员真是不一样，这几年村
里栽树成活率能达到 90%以上，这和村里 8
位生态护林员的精心管护分不开，生态效果
显现了，村里的林果产业正在逐步壮大，到
了盛果期，10万棵果树每棵都能产出 170多
斤果。”

巡护道路崎岖难走，日常的护林巡逻工作
少则几公里，多则十几公里，都是靠着小摩托
车来完成。几年来，庞金龙和村子里其他7位
护林员，走遍了周边的每一座山头、每一道沟。

突泉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工作站站长张
艳青说，病虫害监测，树木日常管护，阻止乱
砍滥伐、乱采滥挖……护林员日常工作多而
繁杂，特别是每年春季防火期，更是要保持高
度的警惕，加强巡逻警戒，严防火灾事故发
生。“这些生态护林员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们十分敬业，出勤每月都不少于20天，清明
前后的重点防火期更是出满勤，从今年开始，

他们的职责更重，不仅要巡护林地资源，还多
了草原巡护这一项。”

如今，突泉县已经实现 9个乡镇、188个
行政村生态护林员全覆盖，这些护林员看护
面积平均都在1000亩以上，他们不仅守护着
全县200多万亩林地，而且在增绿护绿过程中
实现了增收。

“今年我们要继续发展生态扶贫产业，续
聘生态护林员 879 名，同时还要争取壮大队
伍，把人均看护面积降低到800亩，让更多贫
困户实现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张艳青说。

将生态建设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在植绿
护绿过程中迸发绿色力量，托起增收希望。
自2016年底开始落实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至
今，兴安盟建档立卡生态护林员人数达到
3088人，他们每日穿梭于林区，守护着300余
万亩森林的生态安全，捧上了生态“金饭碗”，
走上了绿色脱贫路。

捧上生态“金饭碗” 走上绿色脱贫路

兴安盟兴安盟30883088名生态护林员护绿又增收名生态护林员护绿又增收

本报巴彦淖尔 6 月 24 日 电
（记者 韩继旺）这两天，河套大棚
“白梨脆”香瓜陆续开园上市，一辆辆
满载香瓜的车辆从磴口县、杭锦后
旗、乌拉特前旗等主产区出发，一路
飘香发往全国各地。 在磴口县
隆盛合镇西闸村一组，瓜农们正在挑
瓜、过秤、装车，瓜商通过手机微信付
款结算，欢声笑语伴着扑鼻的瓜香飘
散开来。

“我们这里的香瓜香甜脆爽口感
好，特别受客商欢迎，主要销往山西、
宁夏、陕西及呼包鄂等地区。”瓜农魏
开强是西闸村一组的甜瓜种植大户，
去年种了22亩白梨脆香瓜，毛收入

29万多元。今年，他又种了29亩大
棚白梨脆香瓜，估计又是一个丰收
年。

瓜商樊忠盛对当地“白梨脆”香
瓜赞不绝口：“我每年一到这个季节
就过来，收上来的瓜运往山西大同。
这瓜好卖，一车装七八千斤，今天晚
上拉过去，明天一早很快就批发完
了。”

八百里河套土壤肥沃、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再加上黄河水的滋
润，特别适合瓜果蔬菜的生长。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以科技为支
撑，大力发展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小
拱棚和露地种植的梯次种植模式，通

过引进新品种、推广膜下滴灌、测土
配方、水肥一体化、育苗移栽、绿色统
防统治、智能温室集成应用等新技
术，全市瓜果蔬菜已形成常年生产、
常年供应、梯次发展、均衡上市的产
业布局。

早在3月中旬，五原县胜丰镇新
丰村三组农民辛海生温室里的“灯笼
红”香瓜就抢鲜上市了，每斤卖到45
元。

“我主要瞄准早春和春节市场种
植香瓜，2栋温室用上了太阳能取暖
器，4栋温室地下埋着地暖，保证了室
内温度，再加上其他科技的运用，香
瓜比去年又提前20多天上市，卖了

个好价钱！”辛海生说起这“金瓜蛋”，
笑得合不拢嘴。

不仅华莱士瓜、河套蜜瓜、“灯笼
红”香瓜、“白梨脆”香瓜、五原黄柿
子、河套早酥梨等地产瓜果满城飘
香，巴彦淖尔市还通过“南果北种”，
从南方引进许多新奇特瓜果，让河套
瓜果库进一步增色扩容。

杭锦后旗头道桥镇民建村啸天
现代农业产业园有268栋温室，主要
种植草莓、火龙果、人参果、葡萄、蟠
桃、樱桃等20多种名优品种，除了吸
引游客休闲采摘外，还通过线上线下
销往全国各地。

园区负责人刘啸天说：“我们一

年四季都有可采摘的鲜果。外销瓜
果包装上都有’身份证’，顾客可以通
过扫描二维码追溯果品生长过程，食
用更放心。”

今年以来，借助“天赋河套”优质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打响，河套瓜
果蔬菜知名度不断提升。

据了解，河套西甜瓜、水果、鲜食
蔬菜、加工型蔬菜年种植面积保持在
80万亩左右，产品除在本地销售以
外，还远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广
东等地，每年外销量在 40 万吨以
上。加工型蔬菜产品有番茄酱和脱
水青红椒，主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
地区，年出口额1亿美元以上。

河套农业科技结出“四季果”

本报阿拉善 6月 24日电 （记者 刘宏
章）日前，阿拉善左旗巴彦霍德嘎查玛拉沁广场
国旗飘扬、宣传展台林立、热闹非凡。“阿拉善盟
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现场展示观摩活动 ”在
此举行。来自盟、旗、苏木镇、嘎查村相关负责
人150多人参加了观摩活动。

据了解，此次观摩活动由阿拉善盟委宣传
部、盟直机关工委、盟委党校、盟扫黑办、盟妇联、
民政局、农牧局、文旅广局、卫健委、住建局和阿
左旗党委宣传部、巴彦浩特镇共同主办。活动旨

在通过现场展示观摩活动，推进全盟新时代农牧
民素质提升行动扎实开展，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在活动现场，观摩代表首先听取了新时代
农牧民素质提升情况介绍。此后，观摩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专
题宣讲、传家训扬家风现场展示、“一约四会”修
订完善专题辅导、文艺志愿服务队现场表演、科
技科普志愿服务队现场服务、医疗卫生志愿服
务队现场义诊等活动。并举行了巴彦浩特镇

“十星级文明户”授牌仪式。

活动中，观摩代表还观看了阿拉善群艺馆
带来的文艺汇演和嘎查自编自演的歌舞表演，
演出围绕“我和我的祖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扫黑除恶”等内容，通过舞蹈、独唱、快
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切表达了阿拉善儿女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之情。演出接近尾声时，伴随着耳熟能详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曲《中国人民有信仰》的欢
快音乐，由嘎查大妈们编演的核心价值观广场
舞将整场观摩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台上大妈

们跳的活力四射，台下观众也情不自禁闻歌起
舞，充分展现出了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魅力。

据悉，近年来，阿拉善盟把新时代新型农牧
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同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基层党组织建设、道德模范选树活
动、志愿服务活动、诚信建设主题活动、“乡风文
明提升”行动、嘎查村环境卫生整治等多项活动，
有效的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和农牧民文明素质，全
面推进阿拉善“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阿拉善盟举办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展示观摩活动

本报呼和浩特6月24日讯 （记者 刘
洋）日前，呼和浩特市成功上线社会保障“一网
通办”一期项目即无纸化申报与业务档案一体
化系统，在我区首家完全实现一网通办、“三项
协同”网上办理。

据了解，一网通办系统上线后原网上申报
系统将同步下线。参保单位网上一次操作即
可同时完成社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关
系3个部门的登记、增员、减员及资料提交等
多项业务办理，真正做到了“三项协同”及无纸
化办公。

新系统打通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整合各
项功能，把原来3个部门的社会保险登记、就
业失业登记及劳动用工备案等业务统一简化
到一网通办系统中协同办理，实现18项业务
一网通办、协同办理。此次新系统也开启了互
联网+人社服务新体验，将形成网上服务平
台+手机移动客户端+社保自助服务终端+
12333电话服务+综合柜员制“五位一体”的人
社服务新模式。实现服务对象46项业务办事
不见面，让参保单位和参保群众享受到更加便
捷、高效的人社服务。

呼和浩特市
社会保障一网通办
一期项目上线

本报通辽6月24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
群）近年来，通辽市坚持“量水而行、节水优
先”原则，注重发展生态节水农业。去年全市
高标准完成 430万亩的建设任务，年节水 4
亿立方米以上，项目区亩均增产180斤以上，
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今年，通辽市计划实
施农业高效节水工程 350万亩，春季已完工
270万亩，累计完成农业高效节水工程700万
亩，全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提升，推动了农牧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通辽市地处世界玉米黄金带，素有“内蒙古
粮仓”的美誉。同时，该市也是全国110个严重
缺水城市之一。而在全市年用水总量中，农业
用水占85%以上，农业节水工作势在必行。为
此，该市决定利用3年时间（2018-2020）建设
农业高效节水工程1000万亩，实现年节水10
亿立方米以上。各级各部门成立了推进机构，
逐镇逐村落实项目，全面实施田、林、路、井、电、
技等配套工程建设，同步推进水肥一体化等标
准化生产技术应用，完善旗县农业灌溉信息平
台建设，实现灌溉用水管理、农业水费收取、水
权交易等全过程信息管理，积极稳妥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同时，加强节水地方立法工作，
将《通辽市节水条例》列入2019年立法计划，为
全面推进节水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通辽市
完成农业高效节水工程
700万亩

■重头戏

本报锡林郭勒6月24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近期，锡盟中心医院住院部前的空
地上，一架带有航空救援标识的直升机引起了
患者以及市民朋友的注意。这架AW139机
型直升机是锡盟中心医院新增的航空医疗救
援直升机，能够同时转运2位伤患，具备呼吸
机、心电监护仪、注射泵、电动吸引器以及氧气
瓶等急救所需仪器。

锡盟地域辽阔、路程较远，航空医疗救援
可以避开这些不利因素，快速对患者展开院前
治疗。需要往呼和浩特、北京转院的重病患
者，乘坐此救援直升机可在2个半小时左右抵
达目的地。同时，机型配备的绞车功能，可以
在不能着陆的恶劣地况下进行直升机悬停索
降，增加救援成功几率。

为给患者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锡盟中心
医院已对从各科室筛选出的60余名医护业务
骨干，集中开展空中救援培训。并于6月7日
和11日分别试飞成功。

锡林郭勒盟
中心医院启用航空医疗救援

浪漫爱情

风驰电掣风驰电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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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宏气势恢宏

20192019《《蒙古马蒙古马》》震撼上演震撼上演

白马降世白马降世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6月中旬起，大型室内情景马剧《蒙古马》在锡林浩特中国马都核心区盛
装开启，升级后的《蒙古马》为广大观众和游客带来更加精彩的视听享受。

据总导演宁才介绍，2019版《蒙古马》在视觉效果和音乐创作上追求突
破，邀请国内外顶级高手前来助阵，相比于以前的版本更加震撼和精彩。

《蒙古马》讲述了年轻的蒙古族战士兀良哈台与爱马在战争中相伴相
随、不离不弃的情感历程，以及兀良哈台和阿伦真相识相爱、生死分离的凄
美爱情故事。该剧战争场面气势恢宏、惊心动魄，爱情戏份纯真热
烈、唯美浪漫。自2017年首演以来，该剧已成为中国马都文化旅
游的一张新名片、锡林郭勒草原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该剧由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出品，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吉思
汗电影艺术学院制作，350名演职人员和150多匹骏马参演。

生态护林园庞金龙在为果树除虫生态护林园庞金龙在为果树除虫。。
记者 胡日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