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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张慧敏

黄河，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在包头市
九原区哈林格尔镇沿黄景观大道旁，黄河谣
民 俗 文 化 产 业 园 应 运 而 生 。 旧 渔 船 、干 打
垒 、老 水 车 ，黄 河 流 域 的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尽
显。游客置身其中，仿佛瞬间穿越时空，回
到了阡陌纵横的农耕时代，感受着黄河文化
的古朴与厚重。

跟着黄河谣创始人李天东，从“世外桃源”
到工匠博物馆，磨盘、水井、老式照相机等老物
件逐渐映入眼帘。顺着过道，途经豆腐磨坊、
酒坊、油坊、地毯坊等大大小小 28 个工匠展
馆，全部通过纯场景化实景展现黄河沿岸几百
年来的生产生活场景。

“一直不了解过去黄河边的人们是怎么生

活的，今天来到黄河谣才真切地感受到了，特
别震撼！”云南游客孙立平说。

如果说，黄河谣内的工匠博物馆像一部雕
刻在黄河岸边的史书，那么黄河餐饮产业文化
园，便如同一艘承载着黄河味道的小舟，通过
一道道好菜、一壶壶好酒、一个个赋有乡愁和
创意的餐饮配套设施，穿越时光隧道，留住了
包头沿黄历史中的味道。

“太神奇了，咱这吃饭桌子真的是用勒勒
车轮做的吗？”游客焦锦平十分惊奇。她赶忙
拿出手机拍照，随后发了一个朋友圈：“这里，
随手一指，每一件物品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就
像沿黄历史的时光机。”

烤鱼、炖鱼、炸鱼，红焖、清蒸、红烧，黄河
谣中的菜品，仅以鱼为主料的菜多达十几种，
刺激着游客们的味蕾。

黄河谣的崛起，不仅为游客们提供了鉴赏

黄河历史的机会，更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
展。近年来，九原区实施“旅游+特色农牧业”
战略，充分利用全区沿山、沿河、沿交通干线独
具特色的农牧业资源，大力发展休闲、采摘、观
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下一步我们要充分挖掘农村旅游潜力，
打造具有九原地域特色的旅游品牌，进而形成
以农促旅、以旅强农、产业互动、优势互补的发
展新格局。”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霍春龙
介绍说。

吃在黄河，游在黄河，住也可以在黄河。
位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昭君岛上的黄河国际
露营地，占地总面积 1000 多亩，湿地与芦苇荡
达到 20 万余平方米，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黄
河风情园。房车营地景区设有环岛房车区、环
湖帐篷区、星空泡泡屋区、野趣木屋区、帐篷露
营区等多个项目。

“这房车真不赖，卧室、厨房、沙发、电视一
应俱全，我和家人住了一晚，太爽了。”山西游
客孙义军说。

旅游要素与乡村文化资源相结合，搅热了
九原区南部黄河游市场，而北部山区也不甘示
弱，以独特的自然资源和风土人情，同样显现
出生机勃勃的态势。

以“林海奇松、瀑布潭泉、云海幻景、奇峰
异石”四绝而著称的梅力更自然生态风景区，
坐落于阿嘎如泰苏木。景区有展示北方特色
的森林体验馆、以各种高科技光影效果为主的
梅力更时空隧道、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老包头文化博艺苑等旅游项目，

“旅游+文化”的战略创新了旅游业态，丰富了
旅游内容。

作为国家级民族传统村落和特色村寨的
阿嘎如泰嘎查，九原区在此还打造了可供游客

观光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引进企业 20 多
家，形成了双孢菇、无抗肉等拳头产品。沿线
贯穿 10 家牧家乐，游客在休闲观光的同时又
能品尝特色佳肴，感受蒙古族的风土人情⋯⋯

此外，还有以赛汗塔拉城中草原、包头科
技馆、奥体中心、包头大剧院等为依托的都市
休闲游；以温泉小镇、九里温泉等为依托的温
泉疗养游；以哈业胡同农业科技园区、信步闲
庭、青鸟养生庄园等为依托的观光农业体验
游；以祭火、祭敖包、转九曲等为依托的民俗风
情文化游；以梅力更召为依托的宗教朝觐游等
吸引着八方游客。

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九原区共接待游
客 85 万人次，综合收入 6 亿元。

塞上秋来好风景，且待盛装迎客来。九原
区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旅游+”多方
联姻，全域旅游正插翅飞翔。

九原区：“旅游+”多方联姻催生新业态

■风信子

■信息吧

■亮点

□本报记者 郑学良

走进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纪委监委数据监
察中心，一个集“视频会议、视频监察、数据研
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300 多平方米的功能
区展现在眼前。

这是土左旗纪委监委对标市纪委监委大
数据应用建设的有关要求，紧密结合 2019 年

“高质量办案年”活动部署，聚焦信息化建设
和大数据应用，以“内网+外网+专网”三网合
一形式为依托，开发应用数据分析云平台、视
频数据管理平台和政务服务云平台“三大平
台”系统模块，着力打造的“智慧监督、云上监
督、数据反腐”的智慧纪检监察新体系。

“以往针对‘放管服’领域的监督方式基
本都是靠人工检查、机械式跑腿开展工作，不

仅费时费力、监督效果也不明显，我们借助大
数据整合了 28 家单位 174 个政务服务窗口的
188 个视频数据资源，对全旗政务服务窗口进
行‘视频监察’，实现了对全旗政务服务事项
办理过程的精准化在线筛查。”该旗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说。

自今年 2 月土左旗纪委监委启用“视频监
察”以来，已发现 2 起上班时间脱岗空岗，3 起
上班期间扎堆聊天或干与工作无关的事，7 人
次上班迟到等现象，经核实后均已对当事人和
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或约谈。

在强化“放管服”改革监督执纪问责的同
时，旗纪委监委依托大数据系统，整合全旗
224 个交通卡口的视频数据、共 3050 个监控
视频数据资源，对全旗 239 辆公务用车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在线“视频监察”。

“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对公务用车使用情

况的监督检查，一改过去人工检查、实地巡
查、上路抽查的传统监督方式，工作效率明显
提高，问题发现及处置也更加精准了。”土左
旗纪委监委数据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
一次对公务用车运行情况筛查中，就是利用

‘视频监察’功能发现一辆公务用车上下班的
行车轨迹存在疑点，经调取社会视频图像比对
分析，最终锁定某镇办办公室主任李某某存在
公车私用问题，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为了实现对全旗乡镇的“视频监察”，土
左旗纪委监委对不具有视频资源的乡镇，采
取“互联网+手机（计算机）”移动视频模式开
展远程视频监察。各乡镇纪委工作人员在
WIFI 覆盖或具备连接互联网的区域用手机
或笔记本电脑下载“移动会议”APP，并完成
注册，即可与旗纪委监委数据监察中心视频
连线。

截至目前，土左旗 8 个乡镇纪委的移动办
公电脑和所有工作人员手机已下载移动视频
APP，随时对乡镇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或上
访群众的信访诉求远程传输至旗纪委监委数
据监察中心视频数据室，实现远程视频监督
检查或远程视频信访。

“打造智慧纪检监察新体系，为高质量监
督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尤其是专门服务
于案件查办，对涉案人员的资金运作、通讯信
息、行动轨迹、特定关系人等进行全面分析，
为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提供可参考的线索或
突破口，实现了‘蛛网式跑腿向一键式查证’
的转变。”土左旗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整合各级各类数据资源，畅通
数据资源渠道，不断升级大数据应用系统，全
面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大数据应用技能，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土左旗：“视频监察”显威力

本报巴彦淖尔 9 月 4 日电 家住磴口县隆盛合
镇的刘女士，在 2015 年抱养了一个女孩。如今孩子
快四岁了，由于缺少出生医学证明，一直无法落户，这
可让刘女士两口子犯了愁。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为解决
刘女士抱养孩子无出生证明的问题，隆盛合派出所的民
警急群众之所急，开车接上刘女士一家前往巴彦淖尔市
公安局，给孩子做了 DNA鉴定。他们与全国被拐卖儿
童信息进行比对，排除了孩子是被拐卖儿童的可能性
后，为孩子办理户口提交了相关申请，得到上级部门审
批通过，成为该县首例通过DNA鉴定办理的户口。

日前，刘女士一家送上了写着“人民好警察、群众
贴心人”的锦旗，以表达对派出所民警便民服务的感
激之情。 （潘生富 李家伟）

磴口县

首用 DNA 鉴定
为抱养女童落户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姜峰

“手工编织这个产业太好了，活儿不累在
家就能干，编 2 个筐就能挣二三十元。只要有
销路，活能接续上，生活就不用愁了。”扎兰
屯市向阳街道向阳村二组的村民施丽丽说。

施丽丽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老少三代共 4 口人，74 岁的公公身体不好，丈
夫肢体四级残疾，施丽丽有先天性心脏病，虽
然做了手术但也干不了重活。村里发展的手
工 编 织 产 业 让 她 家 增 加 了 收 入 ，改 善 了 生

活。如今，施丽丽已成为手工编织小组的技
术带头人，每天晚上要对手工编织小组的成
员进行技术指导，每月街道还给她 500 元的
工资补助。

向阳村是市区南端的城中村，村民人多
土地少，人均只有几分地，大部分村民以务工
为主，村里贫困户大多数是没有劳动能力的
老弱病残人员。如何能让这些特殊群众增加
收入摆脱贫困，成为向阳街道党工委面临的
难题。去年 8 月，该街道党工委创新工作思
路，聘请编织老师面向从事不了体力劳动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编织技术培训，以“培

训+代购环保材料+电商销售”的方式发展产
业项目，由村里购买藤编、草编、麻编环保材
料，编织成环保购物筐、中国结等手工艺品，
成品回收后统一销售，搭建起产业项目发展
平台，让贫困户足不出户就能“接单”赚钱。

手工编织现已成为向阳村的特色脱贫产
业。贫困户徐秀珍说：“不会有人教，学会了
领材料在家编织，产品回收有钱赚，没想到我
60 多岁了也能学到技术，在家就能赚到生活
费。”

今年 6 月，向阳村分别与 7 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签订了手工编织合作协议，为他们提供

所需编织品订单服务。目前，向阳村的手工
编织 60 多个品种，2000 多件产品基本上全部
售出。

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秦英慧表示，要通
过传帮带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让更多贫
困户学会手工编织，产品一部分为订单生产，
还有一部分在向阳村“互联网+便民服务平
台”在线销售，打造线上线下产销一体化模
式，把手工编织这个小产业做出大文章。目
前，向阳村除了 43 户贫困户外，街道鼓励村里
有手工特长的居民、低保户及各类弱势人群
都参与到培训中，实现脱贫致富。

足不出户“接单”赚钱

■图闻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4 日讯 （记者 刘洋）“您
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保险业务窗口怎么
走？”“请您跟我来，‘小新’为您带路。” 日前，新城
区人民法院导诉机器人“小新”正式上岗，这是该院回
应群众诉讼需求，打造“智慧法院”推出的又一举措。

这个智能导诉机器人“小新”，通过挖掘互联网海
量司法资源和本地各类诉讼服务知识库，为当事人提
供法律问题咨询解答、立案流程节点查询、案件审判流
程查询、诉讼大厅引导分流等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

目前，除了智能导诉机器人之外，新城区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配备了“自助服务区”，引入了集安检
通道、文件自助投递箱、虚拟导诉系统等智能设备，依
托自助服务平台、12368 诉讼服务平台、集中送达中
心，实现查询咨询、立案、送达的网上快速办理，提高
安检、信息录入、当事人文书填写的效率，努力做到让
当事人“最多跑一次”。

此外，新城区人民法院还设置了智慧微法院、诉
讼服务网、12368 热线等线上服务，为不能及时前往
法院办理业务的当事人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多元化
服务。

新城区

人工智能进入法院

本报锡林郭勒 9 月 4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
楞）近日，东乌珠穆沁旗环境卫生综合服务特许经营
项目签约，这标志着该旗环卫作业正式实现“管干分
离”。

该旗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了成都三创市容
环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环境卫生综合服务提供商，
特许经营期 12 年，服务费总金额 18960 万元，年均服
务费 1580 万元，主要承担乌里雅斯太镇城区、工业园
区、移民区、奶牛场及 10 公里以内的出城道路共计
141.3 万平方米清扫工作和镇区内 60 座旱厕、8 座水
冲式公厕管护以及小区垃圾和餐厨垃圾清运，负责建
立智慧环卫综合管理平台，并进行软硬件升级维护工
作，负责购置新型环卫专用设备提高环卫工作效率。

东乌旗引进专业化、高水平作业队伍，把环卫保
洁推向市场化，实行“管干分离”，对深入推进城乡环
卫一体化，改善城区环境面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有
着现实而深远的影响。

东乌旗

环卫作业实现“管干分离”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张梦迪 摄影报道

秋风送爽，又是一年收获时。走进突泉县突泉镇红星村袁
凤宾家的果园，沉甸甸的沙果挂满枝头。正和家人采摘、装箱
的袁凤宾兴奋地告诉记者：“我这园子三亩多地，头几年栽的
120 多棵沙果树今年进入盛果期，年产量达到一万多斤。”

每到沙果成熟的季节，内蒙古宝润红酒有限公司就会走镇
串村收购农民的沙果。该公司总经理时岩说：“今年我们是从
8 月 20 号开始收购沙果，每天收购量在 50 吨左右，今年预计收
700-1000 吨沙果。一等果 1.4 元一公斤，二等果 1 元一公斤，
主要用于制作沙果酒。”

突泉县果树经济林面积 7.15 万亩，其中沙果面积就有 3.1
万亩。突泉县牢固树立“抓生态与抓经济并举”的发展思路，大
力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了生态增绿与农民增收
互利双赢。

沙果熟了

本报兴安 9 月 4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
娜）日前，科右中旗第二届稻田音乐节在杜尔基镇万
亩稻田观光平台精彩上演。

今年的稻田音乐节采用了空中玻璃观景台主舞
台和稻田分舞台双舞台设置，在田间地头，杜尔基镇
18 个嘎查 220 名农牧民与稻浪欢歌共舞，展现出农牧
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近年来，科右中旗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
加快构建区域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模
式，打造科右中旗农产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
产增收。本次稻田音乐节将科右中旗人文、艺术、旅
游、音乐等元素融入农业，旨在推进创意农业业态发
展，加快现代乡村田园旅游综合体建设，打好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

科右中旗

第二届稻田音乐节精彩上演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近日，“母语杯”八省区播音主持与教师、学生标准音电视大奖
赛决赛在正蓝旗上都镇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分播音主持人组、教师组、小学生组 3 个组别，收到了
内蒙古、青海、吉林、辽宁、宁夏、甘肃等省区共 256 份参赛作品，经
过评委组评选，共 46 人晋级半决赛。

在学生组比赛中，14 名选手经过标准音朗诵、绕口令、演讲等
三个环节比赛，最终正蓝旗雅丽贡获得桂冠。在播音主持与教师组
决赛中，通过才艺展示及现场选题演讲 2 个环节，最终鄂尔多斯市
宝日格乐一举夺得播音主持组冠军。教师组决赛中，来自通辽市的
赵存布日获得冠军。

本次比赛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本次比赛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70 周年周年，，纪念中国蒙古语标准纪念中国蒙古语标准
音确定音确定 4040 周年周年，，努力提高蒙古语标准音的影响力努力提高蒙古语标准音的影响力，，从而为民族文化从而为民族文化
的传承与保护作出贡献的传承与保护作出贡献。。

蒙古语标准音的盛会
袁凤宾采摘沙果

。

筛选沙果

。

获得播音获得播音
主持组桂冠的主持组桂冠的
宝日格乐在比宝日格乐在比
赛中赛中。。

才艺展示。

来自青海省的热心观众来自青海省的热心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