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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丰镇市某小区居民反映，电费由小区物业公司收取，过程不够透明，停
电事故频发，给业主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7月上旬，乌兰察布电业局丰镇供电分局组织人员对该小区进行了用电
勘察。经过沟通协调，物业公司同意将小区用电管理权移交丰镇供电分局，
并积极配合用电改造事宜，切实避免频繁停电，提高小区居民用电满意度。

（乌兰察布电业局）
2.包头市青山区群众反映，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服务手段、

服务水平仍有待提高。
自治区就业服务局近日将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各项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城乡各类劳动者在所有公
共就业服务网点均能享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着力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服
务水平，各盟市均对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工作人员进行了政策理论和业务技能
培训。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3.群众反映，与全国大部分省份相比，我区电视高清频道较少，难以满足
观众视听需求。

6月以来，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组织业务负责人赴呼和浩特市、赤峰市、锡
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调研，推进地方电视节目高清播出。就高清频
道播出方案批复事宜积极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请示汇报，盟市广播电视台9
个频道获批复同意高清播出。局务会研究通过自治区蒙汉语卫视高清上星
项目建议书，到2020年底，自治区将实现内蒙古蒙汉语卫视频道高清节目上
星播出，各盟市至少有1个频道高清播出。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4.锡林浩特市某小区居民反映，供热收费方式不够方便快捷，希望予以
改进。

为锡林浩特市提供供热服务的内蒙古蒙能集团某公司，于7月初正式开
通微信收缴取暖费业务，居民足不出户即可缴纳供热费用。某小区用热居民
500多户，以老年人、低保廉租房住户和返迁户居多，客服中心收费员们来到
居民家门口发放宣传单，讲解优惠政策，为用户办理采暖交费事宜，让小区居
民明白缴费、方便缴费。 （内蒙古蒙能集团）

□本报记者 张俊在 梁亮 刘宏章

夏日的巴丹吉林沙漠，用热情似火的胸怀拥抱着来自八方的
游客。与热情的沙漠交相辉映的，是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额肯
呼都格嘎查的热闹场景。

平坦的村路两旁绿树成荫，幢幢风格独特的砖瓦房错落有
致。青砖黛瓦，袅袅炊烟，这里仿佛就是梦中乡村的模样。

置身于嘎查古香古色的农耕博物馆，土墙、大炕、农具一应俱
全，一幅农耕生活场景图浮现于脑海。走在嘎查农家乐一条街，

“王家大院”“麦香村”“菊梅饭庄”的牌匾分外引人注目，来自宁
夏、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车辆整齐地停放在农家乐门口。

迈入“王家大院”的大门，院里的一番景象惊呆了刚从沙海中
徜徉而来的游客。院内植物、蔬菜绿意葱茏，小桥流水下鱼儿自
由遨游，数名游客坐在茶座享受着安静时光，似乎从茫茫大漠穿
越至热带雨林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老板王润和忙上忙下，黝黑的脸上露着幸福的笑容。“现在好
些城里人都喜欢在农家乐聚餐，旺季时，我家饭庄天天爆满，好多
人是从网上预定的。”自从经营生态农家乐以来，王润和家的日子
越过越充实，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每年能收入20多万元。

额肯呼都格嘎查党支部书记吴明瑞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嘎
查确立了以“宜居宜游”为目标，以休闲度假、观光游览、农牧家生
活为主，发展特色产业，搞活三产的嘎查发展新路子。通过发展
农家乐，家家户户都走上了富裕路。此外，嘎查大力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建立了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打造了干净整洁、绿树成
荫、环境优美的人居环境。如今，“走路不沾泥、开车不陷坑、读书
条件好、活动更舒畅”是嘎查的真实写照。

离开额肯呼都格嘎查，记者驱车在戈壁公路上继续前行。茫
茫戈壁滩上，不知行走了多久，一座整洁干净的村庄映入眼帘。
这是阿拉腾朝格苏木的查干通格嘎查。

一进嘎查，记者就看到了烈日下忙碌的外来农户邹熙。这位
来自甘肃的精明外来户，是嘎查的合伙人。

“嘎查有40座暖棚，一直没有充分利用。今年，我们引入了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这是一个用秸秆替代化肥、疫苗替代农
药的新技术。通过这项技术种植出来的蔬菜，不但长得快，营养
和抗病能力也会大大提升。”查干通格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兆兴
说，这项技术在甘肃运用得比较成熟，我们与有种植经验的邹熙
合作，就是要将这项技术在我们嘎查广泛应用。

邹熙告诉记者，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说什么也要把好的技
术在嘎查里推开，带动大家种植高端蔬菜，并把蔬菜卖到大城市
去。

产业旺则乡村兴。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农村牧区生产力
的进步，就没有农牧民稳定持久的富裕，也就没有农村牧区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

今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赤峰考察时指出，产业是发
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坚持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
进农民增收上来。

■下转第2版

本报 8月 4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住建厅获悉，今
年上半年，自治区住建厅认真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农村
牧区危房改造工作，危房改造开工率
达71%。

为了让广大农牧民早日圆了安居
梦，自治区住建厅扎实开展中央脱贫攻
坚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切实做到危房鉴
定、对象认定、资金补助、工程验收、档
案管理精准，确保农村牧区危房改造这
项惠民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2019
年农村牧区改造任务为18002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655户。截至6

月底，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已开工12779
户，开工率71%，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开工3486户，开工率95.4%。

今年以来，我区不断加大住房保
障力度，除了大力实施农村牧区危房
改造工程，还积极推进城镇棚户区改
造和公租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2019
年全区下达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为
5.29万套，截至6月底，已开工32103
套，开工率60.7%；基本建成23210套，
任务完成率85.2%。2019年全区城镇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任务为
3.67万户，截至6月底，发放租赁补贴
18591户，任务完成率50.7%。

内蒙古上半年农村牧区
危房改造开工率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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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这两天，科右前旗科尔沁镇精准扶
贫产业园里的“百果园”正式开园，一棚
棚清脆的哈密瓜和一串串诱人的桑葚
已经熟透，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游
玩，“百果园”成为当地一处新的乡村游
目的地。

2019年是科右前旗脱贫攻坚的决
胜之年，围绕年初制定的“脱贫摘帽”总
目标，自治区驻科右前旗脱贫攻坚工作
总队严督实导、真帮实扶，积极发挥总
队工作资源优势，引领贫困户发展和参
与见效快的特色产业和项目，通过“合
作社+贫困户”“公司+基地+贫困户”等
多种扶贫模式，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助力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大棚里有香瓜、哈密瓜、有桑葚，品

种真是不少啊！今天是带孩子来的，孩
子非常喜欢这里，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吃
到了好多种水果，边吃边玩，孩子度过了
特别开心的一天，打算以后领着家人多
多来这边逛逛。”来自乌兰浩特的张科，
一边采摘桑葚一边乐呵呵地说。

“百果园”能够赶上旅游季节顺利
开园，得益于自治区驻科右前旗脱贫攻
坚总队的精准督导。“百果园”占地350
亩，共有115栋日光温室大棚，是科右

前旗整合产业扶贫、涉农涉牧和京蒙帮
扶资金 2277 万元实施的扶贫产业，
2018年末建成后，由于缺少资金和合
适的项目，温室大棚进展缓慢。自治区
驻科右前旗脱贫攻坚总队了解这一情
况后，多次进行精准督导，根据科尔沁
镇城郊区位优势，依托总队的资源优
势，引进了兴安盟众鼎生态农业公司，
投入700万元在大棚里栽植火龙果、香
蕉、芒果等热带树种，并对产业发展进

行指导，帮助当地打造集观光采摘、示
范种植、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园区。
企业负责日常运营和产品销售，并与全
镇353户、730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
行利益联结，通过资产受益模式每人每
年分红1000元。目前，已有16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百果园”实现稳定就业。

科右前旗平安村村民宗桂香就是
这1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说起在
这里的打工状况，她开心地说：“我一个
人负责6个棚子，浇浇水、打打叉，一个
月开2600块钱，月月按时开工资呢，而
且不耽误家里的农活”。

不仅在这里打工的贫困户有收入，
入驻的兴安盟众鼎生态农业公司也有
不错的收益，公司总经理刘蒙说：“每个
棚子平均产值 10 万块钱，每年产值
1000多万，我们和老百姓共同增收。”

■下转第2版

主攻产业发展 从源头“拔穷根”
——科右前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真帮实扶实现产业全覆盖

□本报记者 刘向平

作为银行职工，张璐没想到，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民馨路街道火
炬路社区的“道德银行”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开了个账户。

张璐的工作就是天天给别人开户办卡，而这项业务必须是
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去柜台办理，不能代办。那么，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当我收到他们送来的这本与银行存折很相像的存折时，我
很纳闷，以为是被骗了，仔细一看，才知道这是1本‘公民道德储
蓄存折’，当时我差点儿报了警。”张璐笑着说。

原来，她前段时间参加了该社区组织的一次“义仓义集义卖
活动”，按照道德银行规定，只要参加社区里的任何活动或爱心
捐助，就给办理一本“公民道德储蓄存折”，每次义举都有积分，
全都记录在这本存折上。积分既可以兑换“爱心超市”里的商
品，也可以换取自己所需的服务。它是居民综合表现量化而成
的“道德币”，是一种道德资产。

银行存的是钱，而这本存折存的是爱心。张璐终于明白了
这本存折的价值所在，也深知它的分量有多重。她说：“这本存
折给我很大激励，所以我把它放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每天一打
开，就时时刻刻提醒我要做公益、献爱心。”

火炬路社区是2014年5月成立的新社区，常住人口6000多
人。由于人员构成复杂，社区在开展各项活动中发现，居民参与
度低，思想不统一，志愿者少，很难形成合力。

“社区是一座城市的缩影，而包头又是五连冠的全国文明城
市，我们咋能掉链子？”火炬路社区居委会主任王芳说。

社区刚成立那段时间，王芳一边挨家逐户调研，寻找原因；
一边发动群众想法子。道德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15年成
立的。

成立4年来，总计有1400多位居民、20家辖区企业自愿成
为了道德银行的忠实“客户”。这些“储户”中，上有八九十岁的
老人，下有六七岁的孩子。

78岁的社区居民刘志都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获得“道德
币”最多的居民，目前累计积分已经超过2000分。他说：“作为
一名老党员，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想发挥余热，带动居民积极参
加社区的各项活动，让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共同把我们的家园
建设得更美丽。”

刘志都告诉记者，他还建了个“志愿服务”微信群，现已发展
到100多人，只要社区有活动，在群里通知一声，一会儿工夫大家
就都来了，积极性非常高。

在“志愿服务”微信群里，刘英俊老人虽然年近古稀，但活跃
度极高。她说：“别看我年纪大，志愿服务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有
一次去修路，拉沙子、拉水泥，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争先恐后抢着
干，说实话，我们真不是冲着那点儿积分去的。”

同样不是为积分而来的还有伊泰置业包头有限责任公司销
售经理刘志伟，她拿出刚刚领回来的这本“公民道德储蓄存折”
向记者展示，“这是单位参加社区活动而获得的集体账户，已经
有130分了，还得继续努力。”她说。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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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
束，双方约定将在 8 月进行密集磋商，
为9月牵头人会面做准备。但是，美方
突然变卦了，单方面声称将对 3000 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的关税。
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共识，给中美经贸谈判造成严重困难。

美国一些人背信弃义、挑战国际交
往基本原则的行径，世人已多次领教。6
月29日，美方在大阪承诺“不再对中国
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令国际市场松了一
口气。但8月1日，就在白宫发表声明承
认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具有

“建设性”的27个小时后，美方对中国又
抡起了关税大棒，国际市场信心受到冲
击，导致美股全线下跌，全球股市应声下
挫。显然，这是美国一些人的霸蛮任性、
出尔反尔带来的必然后果。

美国经济自身问题一大堆，美国
一些人因此心绪不宁。美国商务部最
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GDP）环比折算年率增长 2.1%，
低于第一季度 3.1%的增速，经济动能
不足的苗头已经显露。经贸摩擦的阴
霾，又使美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

“时令脆弱性”日益凸显。问题是，病
急不能乱用药，更不能无视自身长期
积累下来的问题而无端怨天尤人。

彼此依存、相互协作的全球大市场，
对于每个经济主体来说如同自然生态系
统。大自然面前，任何违逆基本规律的
行为，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全球市场
中的情况同样如此。挥舞关税大棒注入
的市场不确定性，必然动摇市场信心、破
坏市场生态，谁能指望在这种情形下企

业会毫不犹豫去火速下单，大笔购买承
载太多关税风险的美国产品？中国是市
场经济国家，增加从美国进口，归根结底
要靠市场主体自主抉择。市场行为，由
市场条件和市场预期所决定。当前问题
的症结是，美方贸易政策一再翻烧饼，市
场买家视贸易为“危险游戏”，不敢轻易
出手。可见，促使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
需要有信义支持的稳定有序的市场，而
不是乱挥关税大棒。

美国农业笼罩的悲情色彩，恰恰
是美方错误决策的后果，怨不得别
国。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之前的情况是
什么样？远离破坏性干预的市场条件
下，形成农产品大供给对接大需求的
链条，为中美两国人民创造了共同利
益。遗憾的是，已经备受冲击的这个
链条，恢复起来断不可能立竿见影。
这个例子，也印证了中国人 2000 多年
前总结的道理：巧诈不如拙诚。

中方始终将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
共识作为解决经贸问题的重要遵循。
中方愿意积极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
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适销对
路的商品。双方表示同意相互开放市
场，在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中
使美方的合理关切得到逐步解决，朝着
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以
期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毫无疑问，信
守承诺、遵循共识，不仅有利于中美两
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利
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符合各国利益。

一诺千金，言出必行。中国人历来把
践诺守信看得极重，强调“诚信者，天下之
结也”。这种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传
统的哲思，依然是当今中国人的处世准
则，也是中国同世界交往的文化底色。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一诺千金不可违
——评美国一些人的背信弃义①

这
里
的
乡
村
不
﹃
寂
寞
﹄

8月 4日，游客在呼
伦贝尔大草原骑马游
玩。夏日的呼伦贝尔
大草原一碧千里，吸引
了海内外大批游客纷
纷前来观赏草原风光，
感受草原魅力，体验民
族风情。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感受草原
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