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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召开纪念建党98周年暨“一先两优”表彰大会
7月 2日，公司隆重举行纪念建党 98周年暨“一先

两优”表彰大会。会议由公司总经理主持，以视频形
式召开，设主会场 1 个，分会场 16 个。该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及党员代表近 70 名共产党员参加
会议。

该公司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在会上宣读了《国网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关于对 2017-2018 年度电网先锋
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决定》，
对电网先锋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
行了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结合自己岗位实际进行了
表态发言，并表示今后将再接再厉，不骄不躁，继续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胡晓花）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用实际行动为党的生日献礼
“来来来，快进屋休息一会，太感谢你们了，这大热的

天你们还来给我更换电线，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学田乡
永平村六社的用户李大爷拉着检修人员小王感激地说
道。“大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拨打联
系卡上的电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赶到。”检修人员小王
说道。

6月30日，突泉县供电公司学田供电所，在“七一”党

的生日之际，组织国家电网乌兰托嘎（突泉供电所）党员
服务队走村入户义务为百姓检查安全用电情况，确保度
夏期间用电安全。

通过一天的走访和上门服务，共为用户排查隐患15
处，更换老化线路3处，室内插座12处，发放电力安全用
电手册150余份，用实际行动为党的生日献上一份生日
礼物。 （刘艳佐 侯春付）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主动服务 排忧解难
“大爷，经过我们的检查，您家的电线老化严重，容易

出现漏电，我们现在就帮您更换下新的电线，在日常生活
中您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电。”“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么忙
还抽时间来帮助我们检查安全隐患，真是辛苦了！”

近日，突泉镇供电所组织国家电网乌兰托嘎（突泉供
电所）党员服务队来到突泉镇北厢村孤寡老人陈玉林家
里义务检查用电设备，帮忙消除安全隐患，得到老人的高

度赞誉。
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一些独居老人开始使用风扇

等降暑设备。由于老人们的安全用电意识淡薄，家里电
线年久失修，容易存在安全用电隐患等现象。公司党员
服务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主动上门排忧解难，义务为孤
寡老人用户检查线路问题，消除安全隐患情况，得到了广
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刘艳佐 张琪)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庆祝党的生日重温入党誓词
为庆祝党的生日，7月1日，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等20余名党员在扎鲁特旗红色基地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该公司现场全体党员佩戴党徽，
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表达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
身的决心和愿望。

宣誓后，全体党员一起参观了红色基地，共同追忆了
党的光辉历程。过程中，党员们回顾了自己入党的动机，

分享了入党的历程。
最后，该公司党委书记强调，入党誓词，凝结了党的

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党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是我
们入党的决心和承诺，是我们人生的行动指南。所有党
员都要时刻不忘自己的承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对照入
党誓词找标准、找差距，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

（王春鹏）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李存
霞）近日，国家档案局正式下达《2019
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通知，
经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评议委员
会评议和国家档案局批准，87个项目
列入2019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
计划。其中，我区两项课题获准立项。

据悉，我区获准立项的两项课题
中，一项是由自治区档案局科技部、蒙
文部与鼎纳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的

《新型低温无损“档案砖”揭粘研究及
专用设备研制》，项目主要研究对已经
板结成砖的档案进行低温无损物理揭
粘的技术与设备，揭粘后对破损档案
进行抢救性修复。另一项课题是包头
市档案馆承担的《五当召蒙古文历史
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主要
研究目标为实现五当召蒙古文历史档
案的数字化管理，提供多渠道的共享
利用服务体系。

我区两项档案科技项目
获国家档案局立项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近
日，全区人工影响作业两天增雨区面
积 39354 平方公里，增雨效果达到
1412万吨。

此次我区气象部门利用飞机作业
2架次，飞行时长7小时33分；高炮作
业34次，发射炮弹 1511 发；燃烧炉
作业 19次，燃烧烟条 98根；火箭作
业 6次，发射火箭弹 33 枚。进行人
工影响作业增雨的地区分别是呼和
浩特市气象局燃烧炉作业 2 次，燃
烧烟条 8根；火箭作业 3次，发射火
箭弹15枚。增雨影响区面积470平
方公里，增雨效果 76 万吨；包头市
气象局高炮作业3次，发射炮弹138
发；火箭作业 1 次，发射火箭弹 6
枚。增雨影响区面积 500 平方公
里，增雨效果 35万吨。呼伦贝尔市
气象局火箭作业1次，发射火箭弹3
枚。增雨影响区面积 810 平方公
里，增雨效果 85 万吨；巴彦淖尔市
气象局高炮作业 31 次，发射炮弹
1373万吨。乌兰察布市气象局燃烧
炉作业6次，燃烧烟条58根；火箭作
业1次，发射火箭弹9枚。增雨影响
区面积 722平方公里，增雨效果538
万吨；阿拉善盟气象局燃烧炉作业10
次，燃烧烟条20根；增雨影响区面积
532平方公里，增雨效果38万吨。

我区人工增雨
作业区面积达

3.9万多平方公里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春
艳）近日，自治区公安厅分别在包头
市、兴安盟两地，同时组织开展“治枪
爆、除祸患、保民安”集中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主题活动，对全区公安机关案
件追缴、检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交的
3089支各类枪支和3597件管制器具
进行集中销毁。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公安机关按
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公安部的指示
要求，与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并肩作
战，坚守“四区”、重拳打击、全力收缴，
迅速形成对枪爆违法犯罪的凌厉攻
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组织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
品的通告》；自治区公安厅开展了全区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集中宣传周”
活动，公布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十
大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区共破

获涉枪涉爆案件90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117名；收缴非法枪支 1970支、子
弹 36.7 万发、炸药 5.6 万公斤、雷管
17.5万余枚、管制刀具5.2万把；捣毁
非法枪爆物品制贩窝点8个；侦办公安
部督办重大涉枪涉爆案件7起。

下一步，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将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缉枪治爆专项行
动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
担当，按照谋划更周密、打击更严厉、
排查更细致、整治更扎实、管控更严格
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大管
控力度，以“一枪不缴寝食难安，一弹
不收坐卧不宁”的责任心和事业感，全
身心投入到打击枪爆违法犯罪攻坚
战、铲除枪爆安全隐患清缴战、化解枪
爆风险祸患歼灭战、提升枪爆管控能
力持久战“四场战役”当中，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全区公安机关集中销毁
非法枪支3089支

本报兴安 7 月 10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7月 10日，2019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来兴安盟活动日
暨阿尔山活动日。

本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 引领
绿色发展”为主题，由兴安盟行政公
署、自治区贸促会主办。活动日内容
丰富多彩，包含了特色农畜产品展、阿
尔山四季旅游摄影展、兴安盟旅游文
化推介会、“阿尔山山野十二味”绿色
食品品鉴、兴安盟大米机“一机一户”
扶贫项目启动等内容，通过图片、视
频、现场体验等方式，向游客集中展示
了兴安盟文化旅游、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

悠扬的马头琴和动人的蒙古族歌
舞，吸引了园区内众多游客的目光，在
独具内蒙古草原风貌的蒙草园内，巍
巍大兴安梦幻阿尔山展现出的神奇魅
力，让前来观看的游客赞叹不已。“阿
尔山山野十二味”绿色食品品鉴会以
山野菜为原料，现场制作了凉拌卜留
克、酥炸燕尾菜、天池鲫鱼炖豆腐等绿
色无污染、地域特色鲜明的菜品，让北

京市民品鉴到了藏匿在兴安岭森林间
的山珍美味 。

活动日上，流通企业扶贫联盟的
成立，让兴安盟优质绿色产品走进京
城，实现了农畜产业可持续发展。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京蒙大集”，
该项目依托京蒙帮扶政策，由兴安盟
龙头企业“二龙屯”公司和内蒙古航联
公司发起，通过在京对口帮扶区县进
行“京蒙大集”售卖活动，树立起“爱心
北京 消费帮扶”，践行了“消费即扶
贫、购买即慈善”。

“我们要借助世园会这个重要
平台，向大家展示一个风景秀美、安
定和谐、绿色发展的兴安盟。”兴安
盟行署副盟长夏云海说，近年来，兴
安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的
要求，以兴安盟大米、玉米、奶牛、肉
牛等优势产品和全域旅游为突破
口，大力推动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和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力争把
兴安盟建设成国家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和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迎来兴安盟活动日暨阿尔山活动日

本报呼和浩特7月10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近日，呼和浩特市
2019年事业单位人才引进工作圆满
结束，290多家事业单位与现场招募引
进的411名高知人才集体签约。

据悉，今年呼和浩特市事业单位人
才引进供需见面会上，来自呼和浩特市
属和旗（县区）所属294家事业单位，计
划招募引进人才500人。来自山东、河
北、陕西、甘肃等十多个省市以及我区
12个盟市毕业学生共6171人网上报名

竞岗，4911人通过资格初审，最后，经过
择优筛选有1669名高知人才进入面试
环节。其中，博士17名、硕士1652名，
且大部分毕业于境外著名大学和国内

“双一流”建设高校，年龄30岁以下的占
总人数的82%。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连续两
年面向境外著名大学和国内“双一流”
建设高校开展人才引进工作。2018
年引进的368名高学历人才都充实到
全市各条战线。

呼和浩特市事业单位
集体签约411名高知人才

□本报记者 韩卿立 胡日查
高敏娜 来春誉

夏日炎炎，绿满村野。来到义勒力
特农旅融合示范区，万亩稻田翠绿盎
然，一个集农业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
的农旅融合示范园区呈现在面前：稻浪
层层、稻香悠悠，这里有铺在埂上的栈
道，有藏在田里的稻草人，有架在敖包
山的观景平台。登高远望，深浅相间的
彩色稻苗组成以“兴安盟大米”“红城
1947”等为主题的巨型彩色稻田画呈现
在广袤的稻田之中，令人叹为观止。

脱贫摘帽后的乌兰浩特市，为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水稻+”的乡村
旅游模式，深入挖掘稻田文化、农耕文
化、民俗文化等，重点打造100公里万
亩稻海旅游观光带，连接义勒力特农旅
融合示范区、乌兰哈达水稻科技示范
区、三合民俗体验示范区、葛根庙设施
农业采摘示范区，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一带四区”发展格局，实现从卖
粮、卖菜、卖瓜果向卖生态、卖文化、卖
感受、卖养生高值化发展，为乌兰浩特
市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动能。

“按照全市绿色有机水稻示范基地
建设总体布局和义勒力特镇水稻产业
发展实际，结合花香小镇旅游基础，我
们以敖包山稻田公园为核心，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为重点，突出沉浸体验、生态
观光、休闲娱乐的特色，规划设计了‘一
轴两环五板块’。”站在即将建成的双层
观景台上，乌兰浩特市农科局副局长、
义勒力特镇人大主席吴德全给大家介
绍着他们的发展规划。

吴德全提到的一轴即以省道S204
为纵轴；两环即稻海风光观赏环线和自
行车彩道骑行环线；五板块为花乡小镇
民宿慢生活区、敖包山稻田文化体验
区、榆树旅游度假休闲区、黄家店“一亩
良田”认领区、幸福鱼稻共生区。

作为“一带四区”的起点，经过义勒
力特镇的精心打造，这片农旅融合示范
区内的1.5万亩田地焕发生机，成为了
融农耕乐趣、农庄休闲、亲子慢游为一
体的农旅融合游览体验区。每逢周末
或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纷至沓来，漫步其间，山风伴着稻香，让
人找到久违的休闲与轻松。

“去年我们接待了25万游客，今年
预计游客量可达到30万人次，按照每
人消费50元，就能带动1.5万亩地每亩
增收1000元。”吴德全细细算着账，下
一步还要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合
作+订单、认领+配送模式，积极推广电
商平台、网络营销，加大宣传力度，实现
全产业链综合亩均产值万元以上。

与义勒力特嘎查略有不同，与它相
隔20多公里的乌兰哈达镇三合村则以
浓郁的民族风情而闻名。在这里，游客
不仅可以选择尽情享受乡村美景、观赏
成片稻田，还可以选择品尝特色风味美
食、到三合村民俗馆体验朝鲜族民族文
化。

“三合村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至今
已有 82年，有 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村
里，其中朝鲜族占62%，各民族长期生
活在一起，演绎着灿烂的民族风情。”三
合村书记许中峰说，眼下他们正在通过
深度挖掘朝鲜族民俗文化、民族餐饮、
民宿等民族特色，通过草原三河、顺源
农机、瑞祥有机肥厂等农牧业生产、加
工企业带动，提档升级三合村民俗示范
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传统的农业观光休闲就是吃个饭、
转一转、浅尝辄止，三合村把重点放在
开发民宿游上，通过为游客提供田园生
活的住宿场所，力争让观光游向深度体
验游转变。

“民宿项目建设过程中，除了部分
新建，主要是通过翻新改造，将村内闲
置的农户住宅打造成特色乡土民宿。
目前，建设项目已经启动，年内将新建
民宿2个，改造民宅300平方米，建成后
可为游客提供 20多个房间。”许中峰
说，改造好的民宅会令人耳目一新，住
宅内部翻新升级为标准客房，并且与周
边的绿树、小河、稻田、乡土相映成趣。

“乡村旅游要想留住人，特色很重
要。”乌兰哈达镇副镇长马玫瑰介绍，为
了让游客充分体验乡村之乐，三合村还

规划了稻田养殖、稻米加工展示展览、
朝鲜族特色美食制作等多样化的娱乐
互动项目，吸引游客在这里寄托乡愁、
放飞自我，让他们“来了就不想走，走了
还想来”。

乌兰哈达水稻科技示范区位于察
尔森水库第一灌区，这里水质优良、土
壤肥沃、空气清新，不仅培育出了中国
十大好吃米，更是成为了结合景区景观
与科研寓教于乐的新型旅游区。

在园区内的袁隆平院士水稻科研
基地里，水稻新品种选育、双减增效技
术等试验正在陆续开展。依托工作站
的科技示范力量，这里的岭南香、天极、
恒荣、东农等新型经营主体同样充满科
技含量。

“生产出质优好吃的大米，必须要
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要在品种上帮助
当地种植户选择出最好吃的。”内蒙古
天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子雁
表示，目前兴安盟水稻品种比较杂乱，
她们正在不断加大种子的繁育力度。

“优越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对种植户实施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
一销售，实现了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销售，使得我们的大米颗粒
饱满、晶莹剔透、米粒清香。”

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中科院水稻
研究院等相关机构的合作，聘请专家教
授进行技术指导，天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已经挑选出 2 个优质品种进行申
报。“公司和北京菜篮子工程成功对接，
我们的纯有机中高档大米将走上京城
百姓的餐桌，公司还在对240个品种进
行实验，让稻米种植实现不育苗直接播
种，同时在全方位开发大米酒和大米化
妆品等深加工产品。”刘子雁说。

看着满棚火龙果树的长势，葛根庙
镇设施农业园区的大棚种植户孟宪生
喜上眉梢。“今年我的红心火龙果肯定
又是个丰收年，果子马上就要陆续成熟
了，一直会持续到明年元旦左右，这期
间游客都可以来采摘，预计今年收入有
望突破20万元大关。”正在给火龙果树

修剪枝干的孟宪生胸有成竹地说，他现
在准备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还在试种无
核荔枝、凤梨、芒果等新品种。

老孟的特色水果种植取得巨大成
效，是葛根庙镇结合设施农业园区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反季节、亚热带植物种
植、采摘，打造葛根庙设施农业采摘示
范区的一个缩影。

入夏以来，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区
人气正旺。依托独特的风俗文化，悠然
的田园生活，每逢周末，这片集观光、采
摘、垂钓于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吸引
了大批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的游客慕名
而来。

“目前乌兰浩特市有温室大棚
3000余栋，其中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
区近800栋。经过几年的经营、探索，
现已发展成种植20棚以上的经营主体
10余个，全年供应果蔬40余个品种。”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党委书记李英坤
说，眼下葛根庙镇正以历史文化为吸
引，以设施农业园区为产业承载，以秀
美山水田园为依托，全力推进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全面振
兴。

推进“南果北种”，将热带亚热带水
果引入温室种植是葛根庙镇一大特
色。目前，该镇已引进芭蕉、百香果、木
瓜、番石榴、芒果等近10个经济和观赏
型相结合树种，种植面积已达2万平方
米、50个标准棚。

“每个季节这边都有新鲜的瓜果蔬
菜供应，瓜果飘香时，游客们漫步其中，
可以在采摘中尽情体验休闲生活的惬
意。”葛根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宝山
介绍说，得益于葛根庙镇独特的自然风
光和绿色有机瓜果蔬菜，越来越多的

‘香客’变成了游客，2018年共接待游
客30余万人次，创造旅游收益2000余
万元，农旅融合的步子迈上了新台阶。

游农家田园、赏农村风光、住农家
屋、品农家瓜果蔬菜。眼下，乌兰浩特
市以水稻为纽带，在打造集农业、生态、
文化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载体的同时，
构建起乌兰浩特特色田园综合体，力争
让生态美起来、产业强起来、农民富起
来，正奋力探索着一条有产业、有颜值、
有乡愁、有活力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乌兰浩特：“水稻+”叩启乡村振兴之门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提高安全意识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学生在体验外伤包扎常识。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开展“安全教育到身边 健

康快乐过暑期”主题活动，通过向学生普及安全常识、实例警示教育、现场模拟急救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
力，快乐度暑假。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