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昆都仑区融媒体中心 闫静

3 月 18 日上午，在包头市火车站，从河北
沧州返包的黄彩凤经体温检测后，登上挂着

“暖心农民工就业直通车”红色条幅的公交车，
前往包头市金属深加工园区的内蒙古通威高
纯晶硅有限公司。

黄彩凤说：“原本计划正月初就出门挣钱，
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个月都出不去，正着急
时接到电话，说政府会安排专车送我们，非常
高兴！”

“出门进车门，下车进厂门，既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又可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风险。”包
头市昆都仑区就业局局长杨军说，“‘就业直
通车’只是我们推出的‘农民工返岗复工点
对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的功能之一。平台
还设置了农牧民工服务专线、专网、专车、专
岗，多渠道收集企业用工信息，24 小时为农

牧民工提供求职、就业援助和维权保障等服
务。”

春节前，包头市大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就
接到很多订单。但因受疫情影响，复产后员工
到岗率低，招工又不顺利。这时，昆都仑区就
业服务局负责人上门摸排情况，为企业进行

“面对面”服务。让公司负责人没有想到的是，
了解到他们用工需求后的第三天，区就业服务
局就送来 74 名钳焊、调车和铸铁人员，解了公
司的燃眉之急。

谈及下一步打算，杨军表示，昆都仑区将
针对进行失业登记的农牧民工，开发疫情防控
公益性岗位，为他们进行托底安置。

为全力推动稳就业稳经济促发展，昆都仑
区还开展了“保用工稳就业”专项行动。发起
疫情对小微企业影响问卷调查，印发《关于支
持创业园孵化基地有序恢复经营加强疫情防
控的通知》，分类别、分批次推进园区企业复工
复产，指导园区、企业编制企业复工复产指导
手册和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建立健全组织、政

策、管控、监督、服务体系，并且一企一策、分类
指导，督促园区企业将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此外，昆都仑区就业部门及时梳理上级出
台的援助企业稳定就业政策清单，印发稳定就
业创业政策措施 19 条，确保重点企业用工、强
化金融支持、加强财税支持、减轻企业负担、优
化公共服务。累计为 15 家创业园区的 858 户
入驻企业减免租金 483 万元，为 706 户入驻企
业减免物业费及其他费用 111.3 万元。到 3 月
11 日，昆都仑区已有 8 个创业园区恢复运营，
入驻企业已复工 465 个。

连日来，昆都仑区就企业招聘人员的差异
性，推广“互联网+”就业创业服务模式，与“包
头人才网”“58 同城”等各类招聘平台联动，开
展“线上春风行动”和“招聘云服务+”等云端招
聘，并为小微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创业指导
和服务，发布“就业政策福利包”，优化业务办
理流程，推广“非接触式”业务办理服务。目
前，已为 7 个入驻企业的 48 个岗位提供线上用
工信息对接。

昆都仑区：“暖心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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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 耕作正当时耕作正当时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和林县融媒体中心 张晓琴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为确
保春耕备耕顺利推进，打好今年
农业生产第一仗，和林县坚持疫
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两手抓、
两不误”。

走进绿邦圣泰种养殖有限公
司蔬菜大棚，一阵暖意扑面而来，
一簇簇彩椒布满枝头，红的、黄
的、绿的，格外引人注目，来往的
工人正在采摘打包。

绿邦圣泰种养殖有限公司作
为周边百姓的菜篮子，它的有序
运营，得益于去年和林县实施的
大棚房改造工程。

“去年，我们积极配合县里进
行大棚房改造，维修了 150 个大
棚，全部种植彩椒，现在每天向市
场供应 600 多斤，彩椒采摘期到 4
月底，之后所有大棚转种草菇，市

场前景非常好。”绿邦圣泰种养殖
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润枝介绍，“疫
情发生以来，在确保疫情防控的
同时，力争各项农活按时保质推
进。”

防疫不能松懈，春耕备耕同样
不容耽搁。绿邦圣泰种养殖有限
公司是和林县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春耕备耕生产工作的一个缩影。

和林县全力推进春耕备耕、
涉农企业复工复产、农产品稳产
保供等工作的落实。为稳定市场
供应，坚持把“菜篮子”产品保供
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积极协助
商户解决蔬菜运输受阻问题，畅
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目前，全县 5 个基地种植蔬
菜（水 果）292 栋 ，日 产 蔬 菜（水
果）3.7 吨。“今年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预计 105 万亩左右，与去年基
本持平。”和林县农牧局副局长陈
跃华介绍说，“春播所需种子、化
肥、农药、地膜等农资储备充分，

玉米、马铃薯、大豆调入量占需求
量的 43%左右，缺口部分已组织
农牧部门与农资经销点订购。”

此前，和林县对 148 个行政
村农户种子、肥料、农药需求和墒
情进行了摸底，同时协调信用联
社等加大对春播贷款投放力度，
持续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整治
行动，认真抓好农资储备调运和
供应工作。

目 前 ，全 县 农 牧 业 企 业 55
家，复工复产率达到 100%。

家住黑老夭乡东夭子村的谢
翠英与丈夫经营粮食收购生意，
日前，谢翠英向黑老夭信用社递
交了借款申请，该社及相关部门
按照“2020 春天行动”工作要求，
从快从简办理。目前，谢翠英的
贷款已完成审批，且贷款额度由
原来的 10 万元提升至 15 万元。

当前，疫情防控虽然取得阶
段性成效，但农户所需物资的生
产、运输、采购均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信用社员工入户营销、调查也
有诸多不便。和林县信用联社主
动出击，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春耕
备耕信贷服务。截至目前，已累
计发放支持春耕备耕贷款 4153
万元。

新店子镇公路两侧满是秸秆
的土地上，一台秸秆粉碎打捆机正
在往来穿梭，隆隆的机声过后，成
片的秸秆被齐刷刷地割下打包。

“新店子镇去年共种 4 万多
亩玉米，村民自行处理 3 万多亩
秸秆，目前镇里动用十几辆粉碎
打捆机全力运作，打捆回收工作
已接近尾声，有效防止村民焚烧
秸秆。”新店子镇副镇长云鹏介
绍。

2020 年，和林县拟定《和林
格尔县 2020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项目实施方案》，为各地秸秆
利用打捆提供政策性指导，全县
各乡镇正在帮助农户紧锣密鼓进
行秸秆打捆回收工作。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邱静 摄影报道

绿野春风起，耕作正当时。阳春三月，赤
峰市巴林左旗涌起了春季农业生产的热潮。
温室大棚里绿色正浓，农民们正忙着浇水、施
肥、收获；村镇集市上人头攒动，种子、化肥等
农资正在旺销；农机大户们正在家中检修农
机，换零件、紧螺丝、加机油，备战春播⋯⋯今
春，巴林左旗以科技兴农为抓手，突出抓优势
产业、科技入户、集约经营、节水农业 4 个重
点，引导农民不误农时开展春季农业生产。

该旗强化网络服务，农业技术人员利用智
慧平台、视频通话等远程交流方式，为农民提
供技术咨询。旗里还协调各农资经营户，发挥
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
应。目前，全旗已为春耕生产备足了物资。共
储备各类化肥 3100 吨，储备各类种子 130 多
万公斤，储备各类农药 7.88 吨，储备地膜 250
吨。

云视角视角

本报锡林郭勒 3 月 19 日电 苏尼特
右旗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积极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采取“一企一策”措
施，由相关部门对企业实行“一对一 ”指
导。并加大政策调节力度，帮助企业解决
资金困难问题，对企业资金需求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全旗 20 家规模以
上企业中，除肉食品和绒毛加工等季节性
生产企业外，基本全部复工复产。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苏
尼特右旗融媒体中心 张艳敏）

扎赉特旗
定点帮扶见真情显实效

本报兴安 3 月 19 日电 为确保帮扶
村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工作，日前，自
治区团委帮扶干部李文俊代表内蒙古青基
会向扎赉特旗胡尔勒镇诺勒嘎查农牧民捐
赠 2000 个囗罩。自治区团委帮扶诺勒嘎
查以来，以解决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为
目标，围绕“五个一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修路、修墙、安灯、建桥，完善基础设施，改
善村屯环境，确定了以改善农牧业生产条
件、发展肉牛养殖为突破口，以“以养脱贫、
种养结合 ”的脱贫思路，精准因户施策，
2019 年底，嘎查 36 户贫困户、98 人全部脱
贫。 （刘萨日娜）

新城区
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本报呼和浩特 3 月 19 日讯 连日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全面部署春季消防安全
保卫工作。进入森林防火期以来，新城区
各检查站、防火指挥中心、防扑火队严格执
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形成严密的野外火
源管理监控体系，杜绝火种进山入林。并
以林区内野外坟源、输电线路设备为重点，
彻底对责任区开展“地毯式”火险隐患排
查，织密春季防火“安全网”，确保春季大青
山前坡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洋 新城区融
媒体中心 梁良）

宁城县
抗疫扶贫两不误

本报赤峰 3 月 19 日电 连日来，宁城
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最大
限度降低疫情防控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
响。组织经纪人采取“定向采购销售”模
式，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全力做好稳
岗、拓岗工作，积极吸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
业。目前，全县返岗务工贫困户 1266 人。
并对确实存在返贫风险的及时落实救助政
策。自疫情防控以来，累计救助生活困难
贫困户、边缘户 10 户，及时报销贫困户住
院费用 205 万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宁城县
融媒体中心 王海强）

阿拉善右旗
人工造林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阿拉善 3 月 19 日电 当前是植
树造林黄金时节，阿拉善右旗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抢抓有利时机开展春季造林
工作。据了解，今年阿右旗计划完成人工
造林 30 万亩、封育 3 万亩、毒害草治理 10
万亩、休牧围栏 10 万亩。目前，已有 11 个
造林户 80 多人、67 套整地机械进入阿拉
腾朝格苏木、曼德拉苏木、塔木素布拉格
苏木造林地，进行平整土地、开挖树坑等
准备工作。4 月底以前植苗造林工程全部
完工。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阿右旗
融媒体中心 敖斯尔）

杭锦后旗
线上培训助力春耕

本报巴彦淖尔 3 月 19 日电 眼下正
是春耕备耕时节，杭锦后旗科技服务中心
组织线上科技培训讲师团 23 名技术人员，
采取空中课堂、媒体直播、微信推送、在线
解答、视频会话、语言宣讲、交流互动等形
式为全旗农民开展科技培训。截至目前，
通过微信公众号及各类 APP 推送信息 520
多条，通过电话咨询解决农牧业生产问题
600 多次；制作 2 期农业电视节目；发放实
用技术资料 3000 多册，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135 次；制作农牧业课件和微视频 30 期，直
接和间接培训农牧民约 35000 多人次。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杭锦后
旗融媒体中心 王愉汀）

苏尼特右旗
“一企一策”助力复工复产

●近日，喀喇沁旗锦山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抗击疫情·志愿
同行”为主题的春季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日活动，共出动垃圾清运车 30 余
台，清运垃圾 200 余吨，消毒 90 余处。

（喀喇沁旗融媒体中心 夏轶焱）

●乌海市乌达区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关闭已久的各家
书店逐渐恢复营业。书店员工每日佩
戴口罩、手套，并定时监测体温。顾客
进入时，需登记个人信息，检测体温。
书店还实施限流措施，即买即走，不逗
留。

（乌 达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段 全 杰
方泽文）

●连日来，化德县有力推动春耕
生产。全县小麦、燕麦、冷凉蔬菜种子
到位率 100%，马铃薯种子到位率达
85%，化肥、地膜到位率分别为 45%和
55%。同时，开展农资打假、放心农资
下乡宣传，普及识假辨假知识，引导农
民使用正规地膜，并积极宣传党的各
项惠农政策。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杭锦旗黄河灌排服务中心对所
有泵站进行全面检修，于 3 月 1 日开始
启泵排水，目前，排水工作仍在昼夜进
行，水位还在继续下降，将为灌区春耕
备耕及土地盐碱化改良创造有利条
件。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卞飞）

●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地服分公
司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全力做好防疫物
资快速通关工作，实现防疫物资特办、
速办、即办。到目前，加急清关医用口
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共计 53.7855
万件。 （金正阳）

●去年以来，林西县大营子乡试
点党员积分制管理。分 4 大项 24 小
项，总计 100 分，全年积分 90 分以上
的为优秀党员、70 分至 89 分为合格党
员，69 分以下为不合格党员。积分制
已成为党员在工作中的共同价值导
向。

（林 西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刘 兴 宇
董大伟）

●随着气温逐渐转暖，大批迁徙
候鸟来到多伦县休憩觅食、驻足停歇，
之后穿越鸟道向北继续迁徙。目前多
伦县境内共有各类野生动物 40 多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4 种，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17 种。

（多伦县融媒体中心 李媛媛）

●乌海市海勃湾区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对食品、日用品、儿童
玩具等进行专项检查。对 200 余件过
期产品、“三无”产品进行现场查扣，并
对货值 6.4 万元的假冒伪劣商品进行
集中销毁。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眼下正是接羔保育关键期。东
乌珠穆沁旗羊原种场白山羊接羔保育
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截至目前，300
余只基础母白山羊共接冬羔 290 余
只，初生山羊羔成活率达 100%。

（东乌旗融媒体中心 阿丽雅汗）

●近日，杭锦旗及时为符合条件
的 27 家参保企业发放援企稳岗资金
736561.14 元，惠及职工 2398 人，充分
发挥了失业保险在抗击疫情、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中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
作用。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倪倩）

●连日来，乌拉特后旗紧抓春耕
备耕有利时机，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带
动、网点回收、群众参与的方式，建立
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加工体系，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助推绿色农业发展。今
年计划回收 10 万亩，回收率达到 85%
以上。

（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 张雅
楠 李敏）

●日前，阿拉善高新区与额济纳
旗举行飞地经济项目签约仪式。旗、
区携手牵引重大项目落地高新区额济
纳产业园，对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叠
加放大两地资源要素优势，推动区域
产业协同发展，引导资源产业升级换
挡，增强阿拉善盟经济高质量发展动
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阿拉善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戚
雅茹）

温室大棚育秧忙温室大棚育秧忙。。

瞧，我家辣椒多好！化肥送到家门口。大棚油菜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