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邱静

阳春 3 月，赤峰市巴林左旗碧流台镇南下
段村制鞋厂一片繁忙。20 多名工人戴着口
罩、间隔有距，正在纳鞋底、上鞋帮、绣鞋样。
负责人杜青霞介绍，眼下厂里生产的布鞋十分
走俏，这批鞋是长春一家企业订制的。工厂能
这么快复工复产，旗妇联的技能培训功不可
没。有了一大批技术熟练的技工做储备，厂子
再也不用为春季“用工难”发愁了。

2 年来，巴林左旗妇联为了促进就业扶贫，
共组织笤帚绑扎、布鞋制作、丝网花、中国结编
织等各类妇女技能培训班 101 期，累计培训妇
女 3590 人，其中贫困妇女 1300 多人。

如何让技能培训适合农家女的“口味”？巴
林左旗妇联进行了深入调研。为了擦亮“中国
笤帚苗之乡”的品牌，该旗妇联在全旗开展了笤

帚绑扎技能培训。去年至春节前，全旗共举办
24 期培训班，培训妇女 720 人，其中贫困妇女
350 人。林东镇 66 岁的脱贫户李彩云，在妇联
培训班上学会绑扎笤帚后，就开始了居家生
产。一把笤帚苗，几根红绳，老人熟练地加穗、
绑绳、剁秆、修剪，半个小时就能绑出 1 把精美
的工艺品笤帚，1个月能收入2000多元。如今，
通过旗妇联培训，全旗 1300多名妇女有了绑扎
笤帚的手艺，每人每年收入2.5万多元。

在林东镇上朝村，妇女李翠花和 2 个姐妹
戴着口罩，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绑扎笤
帚。培训课从上午 8 点半到 10 点半，下午从 2
点到 4 点半。参加培训的妇女不耽误回家做
饭，喂养牛羊。妇女们十分珍惜这次免费的培
训机会，年轻妈妈在屋里上课，就把孩子放在
屋外托人照看。“好多人早来晚走，想多学一会
儿，就连雨雪天，都没有迟到早退的，老师常常
被咨询的学员们围得不能按时下课。”李翠花
说，这个家门口的培训班，不只是教技术，还进

行创业引导、科学教子、健康保健、礼仪着装等
培训，既学了手艺，还提高了妇女们的自身素
质。

学了手艺，还得有活干，能赚钱。巴林左
旗妇联采取“企业+基地+嘎查村（社区）”模
式，整合全旗巾帼脱贫示范基地，促进基地和
企业的对接，共同为企业产品寻找订单。福山
社区大多数为留守妇女和空巢老人，旗妇联通
过培训，让 100 多人学会中国结编织手艺。为
了把她们编的中国结卖出去，妇联干部想了个
金点子，把小型中国结做为精品笤帚的配件，
挂在笤帚上一起销售。妇联帮助社区和笤帚
苗企业、合作社对接，召开社企对接合作共赢
推进会，联系了 6 个以妇女创业为主体的笤帚
苗加工企业，以高出市场价回收社区妇女编制
的中国结。旗妇联还牵线搭桥，促成了众和手
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契丹王朝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的合作，让小小的笤帚，有了契丹
辽文化的底蕴。

巴林左旗：1300多名贫困妇女学手艺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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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好兆头春雪好兆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 梁震英

3 月 25 日，走进乌拉特中旗
石哈河镇楚鲁图村巴宏塔种植基
地，温室大棚内芦笋尖尖春意渐
浓。村委会主任张凤歧轻轻扒开
浮土，找到了一个个正在悄然萌
动的白嫩芦笋芽儿后，脸上流露
出掩饰不住的笑意。

“现在是芦笋的休眠期，等过
几天我们就会掀开帘，给暖棚升
温。到时候，芦笋芽儿就能破土
而出。”张凤歧说，“可别小看这些
芦笋，到了丰产期，它们 1 年可采
摘 2 个月，1 年平均亩产量 2000
斤，每亩收入大概 1.5 万元，除去
开 支 ，每 亩 纯 收 入 能 达 到 7500
元。这可是以后我们村集体收入
的重要来源，更是村里贫困户们
脱贫致富的希望。”

张凤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去年全村人就尝到了芦笋带来
的甜头。

楚鲁图村所属的石哈河镇地
处阴山北麓高台梁脊地，是典型
的丘陵干旱地区，更是巴彦淖尔
市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2018
年 7 月，石哈河镇党委、政府围绕
产业帮扶，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
土地资源优势，把发展芦笋种植
产业作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
要产业。该镇捆绑 24 万元扶贫
资金，对楚鲁图村、双盛美村、石
哈河村的 60 亩集体温室进行了
升级改造，引进种植芦笋。

芦笋种植采取“村党支部+村
集体经济+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实行统一育苗、统一田间管理、统
一品牌销售，销售收入的 30％用
于村级公益事业，30％用于困难
群众的生活补助，40％用于扩大
再生产。从种植、田间管理到包
装销售均需雇佣周边贫困群众打
短工，带动了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平地、育苗、开种⋯⋯种植芦
笋，对于种惯了土豆、葵花、玉米
等农作物的北方农民来说，是个
新鲜事物。为了种植好芦笋，楚
鲁图村的村民们没少下功夫，查
书籍、找技术人员、上百度，经过
一番精心管护，这些翠绿的嫩芽
芽算是在山旱区的土地上扎下了
根。

芦笋最大特点就是种一次可
连续采收十几年，管理起来也方
便。第一年夏季开始种植，第二
年开始有收获，第三年进入丰产
期，以后年年可根据市场需求采
摘。

2019 年 11 月，楚鲁图村种植
的 38.5 亩芦笋迎来采摘期，采摘
期大约 50 天。由于每株芦笋成
熟的时间都不一样，每个温室每
天都要不断地收割，村委会便吸
收村里 5 名贫困户到基地打工，
还长期雇佣了 3 名贫困户在基地
负责管理，让贫困农户在家门口

就业。
看着一盒盒芦笋幼苗在恒温

下舒展出翠绿的嫩芽，张凤歧和村
里的贫困户们乐得合不拢嘴。通
过石哈河镇党委、政府的牵线搭
桥，楚鲁图村把收获的芦笋直接销
往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

“38.5 亩芦笋总产量约 1.6 万
斤，收入 22.4 万元。除去开支，村
集体增加了 5 万元收入。在这 5
万元里，我们给村里 12 户贫困户
进 行 资 产 收 益 分 红 ，每 户 800
元。”据张凤歧预计，今年的产值
至少翻一番。

今年，石哈河镇计划加大与
河套学院、山西芦笋协会、巴彦淖
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力
度，新增芦笋种植面积 75 亩，形
成 135 亩种植规模的温室芦笋种
植园区，力争打造成巴彦淖尔市
最大芦笋种植生产基地、标准化
基地，辐射和带动更多贫困户增
收致富。

●赤峰市元宝山区多措并举推动
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对重点外贸
企业开展跟踪服务、包保服务，深入了
解企业在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帮助企业对接内蒙古中小外贸企业贷
款融资服务平台，以享受融资优惠服
务。

（元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刘晓冉
刘海楠）

●近日，阿巴嘎旗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抽查全旗范围内 70 余家餐饮企
业，对于不符合要求和规定的企业消
杀举措，及时给予指导更正。并与通
过核查餐饮企业签订《疫情防控责任
状》。

（阿巴嘎旗融媒体中心 武彩霞）

●3 月 17 日至 3 月 24 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民政部等 4 部门对遴选
出的第一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名单进
行公示，牙克石市榜上有名。以县为
单位申报的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有 21
个，牙克石市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

（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 肇慧茹）

●随着各类场所陆续复产复工，
消防安全事故也进入易发多发时段。
为切实加强复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
防止特殊时期消防安全事故发生，近
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消防救援大队
检查人员来到美通市场和七彩城购物
中心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玉泉区融媒体中心 张勇）

●乌海市乌达区“三供一业”供水
移交改造项目已全面复工。为确保这
一重点民生工程顺利推进，乌达区水
务集团积极协调沟通，帮助施工单位
办理复工复产手续等亟需解决的困难
和问题。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自 3 月 17 日起，锡林浩特市供
热办针对全市洗车行业违规用热、窃
热、私放暖气水等违法违规行为展开
专项检查行动，确保供暖系统有序运
行。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李想）

●乌海市海南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积极指导区内各文化、旅游产业经营
单位复工复产。目前，区文化馆、书画
院、体育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有序
开 放 ，文 化 经 营 单 位 也 逐 步 恢 复 营
业。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陈媛）

●面对疫情，正镶白旗司法行政
系统创新工作形式，利用网络媒介，组
织开展人民调解素质提升培训，在减
少人员聚集的同时，实现了人民调解
员随时随地接受新理念。

（正镶白旗融媒体中心 苏日嘎）

●为构建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
森林防火工作的良好氛围，连日来，化
德县林业和草原局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报刊、宣传车，以及在道路两侧增
设森林防火警示标志，营造人人参与
森林防火的良好氛围。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近日，乌拉特前旗交警与公安
民警在偏远的沙德格苏木驻地融合警
力联合执法，采取一名交警与一名公
安民警联合进行违法行为查处、社会
治安防控管理、信访接待、事故接处警
处理，缓解了基层偏远地区警力不足
难题。 （刘鑫）

●近日，为提振餐饮业消费信心，
助力行业恢复发展，土默特左旗领导
带领乡镇、单位主要负责人到土默特
左旗饭店自掏腰包，带头消费，堂食用
餐，为餐饮行业鼓劲打气。

（土默特左旗融媒体中心 申秋
艳 朱生炜）

●日前，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包
勒壕内村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消费扶
贫万元包销订单》签约活动。签约形
式变以往的“面对面”为“线连线”“手
握手”为“屏对屏”，把签约项目搬上了

“云端”。
（鄂托克旗融媒体中心 李强）

●为了鼓励小餐饮业复产复工，
日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为辖区 80 家小餐饮经营户送去
了防疫物资“大礼包”，包括消毒液、口
罩、体温枪和医用酒精等。

（新城区融媒体中心 梁良）

本报乌海 3 月 26 日电 近日，乌海市
海勃湾区首个复工棚改项目，统建楼安置区
项目正式复工。项目区所有进出人员都要
进行身份证登记和测量体温，1 天 3 次对所
有场所进行消毒。海勃湾区今年将复工建
设包括统建楼在内的 5 个棚户区项目安置
区。5 个项目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将
安置住户 6311 户，总投资 48 亿元。这 5 个
项目预计今年底达到入住条件。

（本报融媒体记者 于海东 海勃湾区
融媒体中心 刘岚）

扎兰屯市
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本报呼伦贝尔 3 月 26 日电 目前，扎
兰屯市 12 户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该市工信局帮助企业协调医用口罩 2 万个，
体温枪 4 把，并联合岭东工业开发区管委
会、卫健委，在阜丰公司举办工业企业疫情
防控工作流程现场培训会。积极协调保证
工业企业原材料运进和产成品运出。自 3
月 1 日始，该市工信局和市场监管局等相关
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已复工企业严格按
照复工标准逐项排查，确保万无一失。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扎兰屯市
融媒体中心 姜峰）

科右前旗
第一期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班开班

本报兴安 3 月 26 日电 为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稳就业工作，科右前旗日前举办第
一期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班。据了解，科右前
旗将以本次线上培训为契机，坚持减负、稳
岗、扩就业并举，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下岗
失业人员、农牧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扎实
做好援企稳岗、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建设等各项稳就业工作。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科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时秀霞）

包头铝业园区
企地联手打出复工“组合拳”

本报包头 3 月 26 日电 连日来，包头
铝业产业园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保姆
式服务，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第一时间与
企业外地职工滞留地疫情监管部门沟通，组
织车辆接应企业职工返包；主动对接各金融
机构，为企业提供疫情期间政策“红利”；加
大保电、保水、保气力度；打通企业产销通
道，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产品“走出去”。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东河区融
媒体中心 杨恩杰）

正蓝旗
18 名年轻干部一线挂职

本报锡林郭勒 3 月 26 日电 3 月 15 日
起，正蓝旗 18 名年轻干部到苏木镇（社区）、
脱贫攻坚一线、信访维稳一线岗位挂职。近
年来，正蓝旗注重在基层一线锻炼培养、检
验识别、选拔使用优秀年轻干部。同时，将
脱贫攻坚主战场作为培养、识别和使用干部
的前沿阵地，积极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
驻嘎查村工作队伍中，鼓励引导优秀年轻干
部到基层历练成长、发展进步。2017 年以
来，该旗已提拔 38 位优秀年轻干部到科级
领导岗位。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正蓝
旗融媒体中心 李倩）

喀喇沁旗
获国家级“平安农机示范旗”称号

本报赤峰 3 月 26 日电 日前，喀喇沁
旗被评为 2019 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
旗。为预防和遏制农机事故的发生，喀喇沁
旗积极推进平安农机工作。农机监理部门利
用图版、宣传单、广播、电视媒体、召开现场
会、组织驾驶员安全知识培训等多种形式，扎
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覆盖率达100%。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喀喇沁旗
融媒体中心 孟浩）

化德县
打通扶贫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

本报乌兰察布 3 月 26 日电 为破解扶
贫产品销售难题，近年来，化德县在产品品
牌、线上销售等方面作文章，多渠道打通农特
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同时，该县着重在
农特产品品牌扩效上大作文章，已获得“化德
大白菜”地理标志 1 件；羊肉卷、羊排、羊腿、
羊胴体、牛肉卷、牛排以及芸豆、大豆等产品
共荣获 11个绿色食品证书；马铃薯、大白菜、
枸杞等获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并组织县域内
农特色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集中售卖。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海勃湾区
棚改项目复工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西乌旗融媒体中心 阿·额日和木巴图 摄影报道

入春以来，西乌珠穆沁草原已连续下了几场
雪。

“下雪好啊，我们牧民最怕的就是春季不下
雪。你看，土壤有了潮气，再过几天草就发芽了。”3
月 25 日，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呼格吉勒图嘎
查牧民斯琴巴特尔说。

斯琴巴特尔家有 2400 亩草场，250 多只羊。
由于饲草料充足，他家今年的羔羊膘情也很好，目
前已接活 200 多只羊羔，成活率达到 100%。

虽说，春雪贵如油，但也给该旗饲草料短缺的
牧户造成一定影响。为此，该旗相关部门采取饲草
料“点对点”运输模式，调入饲料 5047 吨，并以低于
市场的价格，优先销售给急缺饲草牧户，目前已出
售 655.46 吨青干草，惠及全旗 6 个苏木镇 56 个嘎
查 135 户，保证了全旗牧民春季生产不受影响。

云视角视角

皑皑白雪中的牧人

。

双胞胎羊羔。 喜悦与憧憬溢满脸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