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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金原萤石矿业有限公司并屈咏文先生：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公司定于2020年4月10日10时，在甘肃

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718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将
分别审议如下提案：

《关于选举董事的提案》《关于选举董事长的提案》。
参会股东代表提交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印鉴）、法人授权委

托书、股东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参会董事提交身份证复印件1份。
联系人：闫文华 电话：18298696608 0479—2401017

2020年3月24日

公 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内经信投
规字〔2020〕38号），在各盟市申报项目的基础上，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财政厅共同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审和部门审核，现将符合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支持条件
的项目予以公示。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提出。提出异议者，须采取书面形式，写明提出异议的事实依据、真
实姓名、工作单位、地址邮编和联系方式等。查询项目名单请登陆内蒙
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http://gxt.nmg.gov.cn/）。

公示时间：2020年 3月 25日—3月29日
自治区工信厅联系人：杜春宇 马国银
联系电话：0471—4825121 4826513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3月25日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2020年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

（第一批）拟支持项目的公示公告

疫情当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
局坚决贯彻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关于
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深入
落实锡林郭勒盟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年第一次会议精神，统筹兼顾，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各项任务，攻守兼备，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积极发
挥定点帮扶作用，加强与多伦县西干
沟乡大耗来沟村联系对接，第一时间
安排驻村干部返岗，落实好全面联合
疫情防控工作，配合村“两委”和驻村

工作队，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做
好疫情联防联控联治等工作，看到防
疫人手紧缺，主动到卡口值班，除了
日夜轮班值守，还和村两委干部到村
民家中逐户走访排查，讲解疫情防控
知识，详细询问外地回村人员的具体
行程，指导其做好居家隔离。在入户
走访排查的同时，还重点关注刚刚脱
贫人员的身体状况和蔬菜、粮食的储
备情况等，叮嘱他们在非常时期要注
意个人防护。

同时，扎实抓好决战脱贫攻坚
各项任务，对受疫情影响贫困人口

外出务工意愿和产业发展需求进行
摸排，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引导贫困
户通过微信或电话等方式订购生产
所需饲草料，避免在疫情期间产生
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和接触，确保人
身健康。

（杨爱群）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手抓 两不误”

福彩快讯

福利彩票复市一周
赤峰市彩民斩获双色球695万元大奖

本报 3月 25 日讯 3 月 22 日，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第 2020014 期开奖，赤峰市彩民以精彩表现斩
获 1 注单注奖金高达 694.74 万元的一等奖。这是我
区 2020 年中出的第一注双色球一等奖，也是在全区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良好局面下，福利彩
票恢复销售后一周内，我区彩民首次结缘的双色球

豪礼。
这注大奖出自赤峰市巴林右旗赛罕三期一号楼楼

下15046737号福彩销售站，一位彩民凭借复式自选投
注方式，中得1注一等奖、1注二等奖及12注各级固定
奖。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6.61亿多元，下期彩民
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仍
然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疫情防控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为有效遏制该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势头，大
路第一派出所在辖区进行疫情防控入户排查的同时，深
入开展了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在发放宣传资料的同时，面对面向群众讲

解了犯罪分子假借疫情防控名义，在网络以贩卖口罩、消
毒液等医疗防护用品的形式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方
式。提醒广大群众务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医疗防护用
品，不轻信任何网络电话、不转账、不点开不明链接，遇到
不明情况及时报警。此次宣传活动切实提高了群众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 （牛布洲）

大路第一派出所防疫防骗两手抓

● 不 慎 将 吴 李 宝 的《残 疾 军 人 证》（编 号 ：
2017W20421084092710761）丢失，特此声明。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雷艳霞

“住房80平方米；羊300只；工资性
收入0.9万元；生产经营性收入21.92万
元（包括种植收入 9 万元，养殖收入
12.92万元）；政策性收入4801元；支出
12.77万元（含购买饲料药品、购买大型
农机具及生活开销）；年人均纯收入
26321元。”日前，边七虎翻开他家2019
年的扶贫台账，一年的收支一目了然。

扶贫必先扶志，脱贫必先脱懒。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党委把“啃”下精神
脱贫的硬骨头，放在脱贫攻坚的首位，
把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作为脱贫攻
坚稳根本，保长远的关键。通过对贫
困户的积极引导和精准帮扶，独贵塔
拉镇涌现出了一批自强不息、立志脱
贫的贫困户，边七虎就是其中的一
位。边七虎家2019年的收入翻番，生
活发生蝶变。

边七虎不仅是贫困户，还是一户
特殊贫困户，家中四口人，三人患有残
疾。女儿出生时身体健康，但在七八
岁时却出现了间断性失聪，在医院详
细检查后，医生告诉边七虎，可以通过
植入人工耳蜗的方式来保持听力。当
时的边七虎是一个普通的小货车司
机，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他的收
入只能勉强支撑家中的基本生活。女

儿日渐下降的听力，拮据的家中生活，
让他彻夜难眠，孩子的耳朵不能再耽
搁啊！2014年，几经纠结的边七虎，决
心借钱给女儿植入人工耳蜗。女儿的
听力恢复了正常，但将近10万的欠款，
也压得边七虎喘不过气来。

就在边七虎无法还清欠款，生活
感到灰暗的时候，精准扶贫的一系列
好政策，为边七虎的生活带来了希
望。建房帮扶政策帮边七虎盖起了新
房，教育扶持政策解决了女儿没钱上
学的问题，代缴合作医疗为医疗报销
提供了保障……虽然在村里有了新
房，家里的情况也日渐好转，但只有三
十多只绵羊的边七虎，不知道如何规
划发展。驻村工作队在与边七虎交流
中发现，他对养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驻村工作队鼓励边七虎扩大养殖规
模。看着忙前忙后，为自己出谋划策
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边七虎
深知自己不能“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
别人送小康”，只有努力奋斗，才能不
辜负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才能不辜负
政府干部的帮扶，他暗下决心要苦干
拼命干，争取早日脱贫致富达小康。

2016年，边七虎申请到了10只基
础母畜和一只优质种公羊。为了保住

羊羔，提高产羔率，边七虎在羊圈旁盖
了一间小羊棚，在里边架起了火炉。
第一年冬天产羔期，边七虎没睡过一
个好觉。为了听到羊圈里的动静，他
将床搬到了羊圈旁边的小羊棚；为了
避免自己睡得太沉，他和着衣服在床
沿儿边睡了一个冬天。他频繁的起夜
看羊，把一只只小羊羔及时地接进了

“小暖棚”里。到了第二年，边七虎虽
有了一定的养殖经验，但他并没有松
懈，每逢产羔期，他就住进了小羊棚。

得空休息的时候，边七虎也不闲
着，而是看着自己的羊群仔细琢磨，就
这样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养羊
经”。“放在一起喂的时候，壮实的羊争
抢的吃，小羊吃不上，小羊精神越来越
不好。”发现这个问题的边七虎如获至
宝，很快地将自己的羊圈，进行了改良，
他将自己的大羊圈，用网片分成了五个
小羊圈，将山羊、绵羊、育肥羊进行分群
管理，分群饲养。边七虎将羔羊也采取
了“母子分离”的饲养方式，白天母子分
开饲养，晚上“母子团圆”，把羔羊放进
母羊群里吃奶，这不仅规避了羔羊追奶
忘食的问题，还为母羊创造了“休养生
息”的条件，利于体能恢复。

只用了两三年的工夫，边七虎就

让羊圈里的羊翻了几番，欠下的贷款
也慢慢还清了。养殖规模越来越大，
但他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趁热打铁，
在自己30亩耕地的基础上，又用出栏
羊的收入承包了80亩耕地，陆续购入
了播种机等大小机械6台，开始种植葵
花和玉米。30亩玉米及玉米秸秆全部
用于养殖，80亩葵花籽出售，葵花秸秆
加工成饲料喂羊，通过种养结合的方
式，养殖成本大大减少。

谈及又种地又养羊是否能兼顾
时，边七虎笑着说：“我这老婆和小子
虽然不能说话，但都勤快的很。我家
每年还养着猪，喂着鸡嘞。春耕时，他
俩放羊种地，我还能抽空出去拿我的
播种机给人家种种地。”

边七虎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
“为养而种，相辅相成，以养增收”的发
展模式，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对于左邻
右舍的讨教边七虎毫不吝啬。“要想
富，先养牧。咱们得讲究方法，一年两
茬，一茬两个羊羔，咱得想办法保住。
现在有放在羊圈里的监控，我觉着咱
们也可以安几个……”羊圈旁的边七
虎正在向和他学习养殖经验的农牧户
传授他的“养羊经”。

边七虎从贫困户到致富能手的改
变，是边七虎“苦干+巧干”的成果，是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的成果，更是党和国家精准脱贫好
政策落地生根的成果。

边七虎：昔日贫困户 今日致富能手

本报巴彦淖尔 3月 25日电 （记
者 韩继旺）日前，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
兴昌镇同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志
愿服务积分兑换活动，22名志愿者通过
平时参加村里志愿服务所挣到的积分，
兑换领到带有激励性质的小礼品。同联
村党支部书记李丑介绍说，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村民的文明意识和
素质明显提高，村党员先锋队、巾帼志愿
队、环保服务队扩大到56人，大家平时
积极参加环境卫生清理等志愿服务，共
同努力维护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据了解，五原县实施志愿者“嘉许
激励”机制，在4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设立了文明团结超市，根据每个站点
志愿服务活动时长，派送 1-2万元奖
品。志愿者可用志愿服务时长兑换积
分，再通过积分兑换奖品，每件奖品上
均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奖”
字样，让得到奖品的志愿者获得社会的
尊重和认可，从而激励更多的群众加入
志愿者队伍，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五原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主任
王晶说：“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活动鼓
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推动树
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风尚，凝聚
起全社会向上向善向好的强大力量。”

目前，五原县共有志愿者 22240
人，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力量。
在疫情防控期间，这些志愿者战斗在疫
情防控一线，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
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预防措施，参
加社区村组防控排查，为全县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的后援力量。

古郡五原有着2400多年的悠久历
史和璀璨文化，是河套地区农耕文明的
发祥地。新的时代赋予“文明”新的底
色。2018年，五原县被确定为自治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2019
年，又被确定为国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县。五原县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中积极作为，创新实施了“四个三”
工作法，加快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建设工作往实里做、往深里走，打
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全县9个乡镇、2个办事处及1个
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全部成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重点打造试点所5个；在全县
117个行政村、11个农场分场、12个社

区全部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重点打
造试点站9个，均由党组织书记担任所、
站长。目前，三级层面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8990场（次），服务群众21.2万人次，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古郡五原落地生根。

“农民朋友们，苗好收一半，育苗前
的准备和精细化管理很重要……”春耕
时节，五原县高级农艺师郭果枝等一批
农牧业科技人员线上线下开通培训课
程，为农户提供科技服务。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技与科普
服务平台，五原县联合清华大学、中国
农科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等23家科研
院校志愿者、78名农业科技领军人才、7
个博士专家工作站，重点打造科技志愿
服务品牌，创新构建科技 110、种子工
程、农畜产品质量监管、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土地流转、电商服务、疫病防控、
防灾减灾、商贸流通“九大服务体系”，
借助科技志愿者力量，建设各类园区
138个，培育和引进“农字号”企业142
家，推进新农村产业兴旺。

村民小组“微治理”融入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推进农村有效治理。组建

“微组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领导
下，782个村民小组全部建立完善了“一
约四会”，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志愿服
务队积极参与村规民约、诚信村民管理
办法等规章制度的修订，使水费收缴、
投工投劳等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依
托“村村响”“百姓名嘴”大讲堂等，志愿
服务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宣讲
党的理论政策。将村务监督委员会职
能向村民小组延伸，进一步完善基层治
理体系，推进乡风民风整体提升。

五原县8000多名妇女组建巾帼志
愿服务队255支，开展美丽庭院、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畜禽粪污处
理工作中，建立了“437”长效管护机制，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秸秆和畜禽粪
便资源化利用率均达到70%以上。巾
帼志愿者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维权服
务、帮扶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带领广
大村民大力发展土鸡养殖、手工编织、
农村电商等产业，带动2000多户贫困
户脱贫致富。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至哪
里。五原县坚持县、乡、村三级联动，把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办到群众家门
口，让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田。

古郡五原焕发新时代文明之光

3月25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街道白塔村虹泽手工编织合作社的村民在交流手工针织品编织技艺。连日来，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街道白塔村虹泽手工编织合作社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复工复产赶制海外订单。该合作
社由当地村民牵头成立，吸引百余位爱好手工针织的村民加入其中，通过手工编织、手工钩织、刺绣、串珠等技艺生产帽子、围
巾、手套、毛衫等产品，来自意大利、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订单不断，人均年收入上万元。 王正 摄

呼和浩特：农家手工针织品漂洋过海

本报巴彦淖尔3月25日电 （记
者 韩继旺）包银高铁临河段建设项
目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
之一的京兰通道主要组成部分，该项
目涉及被征收房屋 502 户。截至 3 月
20 日，共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79 户，全
部征收工作预计4月底前完成。

本报巴彦淖尔3月 25日电 杭
锦后旗公安局双庙镇派出所针对辖区
企业人员情况复杂的实际，一手抓好
疫情防控，一手抓好保障服务工作，为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截至目
前，双庙派出所对辖区所有企业共
300 余名复工人员进行了排查核对，
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辖区复工复产有
序进行。 （曹洪戈）

本报巴彦淖尔3月 25日电 连
日来，随着群众出行需求逐步回升，杭
锦后旗大队本着“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原则，认真分析交通事故发案特
点，有针对性开展预防事故工作。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立足工作实
际，紧盯交通安全隐患不放松，切实加
强交通安全管控，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
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常轨道。（吴凡）

本报鄂尔多斯3月 25日电 鄂
托克旗公安局阿尔巴斯公安党支部在
开展抗击疫情工作中，结合入户摸排
工作，将扫黑除恶和电信诈骗宣传工
作一并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哈斯）

本报鄂尔多斯3月 25日电 连
日来，鄂托克前旗交管大队民警深入
到辖区收费站，向过往车辆驾驶人员
进行交通安全和防控知识宣传教育，
张贴抗“疫”宣传海报，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的宣传工作。（朱小峰）

本报呼和浩特3月 25日讯 近
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赛罕
大队查处一起因醉驾引发的交通事
故。经检验违法人郭某某的血液酒精
含量竟高达 269.57mg/100ml，并经核
查该驾驶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目
前，赛罕大队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郭
某某刑事立案侦查。 （图格）

本报鄂尔多斯3月 25日电 近
日，乌审旗交管大队根据辖区道路交
通流量变化，持续加强研判分析，动态
调整措施，强化指挥疏导，严查交通违
法，严防交通事故，对运输车辆发生的
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确保
复工复产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有序。 （谷青旺）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历
时33天的内蒙古河套灌区引黄分凌
及生态补水顺利结束，乌梁素海累计
完成分凌生态补水2亿立方米，实现
分凌防汛和生态补水双重目标。预
计 3 月底分凌生态补水量全部“入
库”，乌梁素海水质将有明显改善。

为确保引黄分凌及生态补水工作
正常运行，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
早在去年秋浇扫尾时，就开始对今年
分凌补水工作进行调研并安排部署。
制定出台了《河套灌区2020年引黄分
凌及乌梁素海生态补水工作方案》。
分凌补水期间，及时调整调度方案，确
保了分凌补水工作的快速推进。

乌梁素海今春
完成引黄分凌

生态补水2亿立方米

本报鄂尔多斯 3月 25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生梅）近日，
国内最大已投产煤炭化工一体化项
目——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
功试生产出新牌号K-7726H聚丙烯产
品。经初步分析测试，该产品熔融指
数、黄色指数等重要物性指标均达到合
格标准。产品投放市场后，将用于电子
电器、汽车部件、洗衣机部件等。

气相聚丙烯装置这次拟生产的

K-7726H产品流动性和耐热性优良，
并具有常、中低温冲击强度、高机械强
度和适宜的硬度，其市场价格约比常规
产品高出500余元/吨。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积极
响应国家复产稳产号召，千方百计保障
5套聚乙烯、聚丙烯生产装置满负荷生
产，目前每天生产聚乙烯、聚丙烯近
4500吨，用于国内化工、农膜和防疫物
资等原料的供给。

国内最大已投产煤炭化工
一体化项目成功试产

文明实践在行动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