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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德勒格尔

近日，武警内蒙古总队机动支
队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来到呼和浩
特市新城区三卜树村进行逐户走
访慰问，为孤寡老人义务理发、打
扫卫生，为村民检查身体并发放了
价值 5千元药品。自 2016年与该
村结成帮扶对子以来，该支队坚持

“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
原则，以军民共建为载体，以扶贫
帮困为抓手，扎实开展多种形式的
精准帮扶，谱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

时代新篇。
帮扶之初，支队长王存宝和政

委张千龙带领机关干部多次深入村
里调研，专门召开党委会，为三卜树
村量身定制“脱贫菜单”。支队采取

“一对一”帮扶方式，与贫困户结成
对子。支队干部经常到村里挂钩的
贫困户家中，宣传国家惠农政策，定
期组织科技文化知识讲座，开展实
用技能培训，帮助村民树立脱贫信
心。支队还采取联建基层党组织、
督导村“两委”建立完善制度等方
式，使村“两委”真正成为村民脱贫
致富的主心骨。

为把每名贫困群众致贫的情况
摸准，支队先后几十次派工作组到
村里开展扶贫调研，与村干部和村
民进行座谈，并为每户建立档案，以

“解剖麻雀”方式了解贫困成因、探
索脱贫之计。

支队紧密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和
主导产业，帮助村里发展特色种植、
仓储运输，真正让群众走上致富
路。如今，村民见到官兵们就说：

“多亏了你们帮助联系的项目，解决
了我们的大问题，现在大家的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支队发挥部队医疗、人才技术

力量优势，常态化开展义务巡诊、卫
生健康咨询活动，让村民有病早治
疗。针对村里文化生活贫乏的情
况，支队开展了多次送文艺、送政
策、送图书、送器材进村活动，并帮
助三卜树村建设党群活动中心。支
队还设立了教育专项助学基金，每
年从教育专项助学基金中拿出
2000元，补助村生活较困难家庭的
孩子。目前，三卜树村已达到小康
标准，重点帮扶的贫困户全部脱
贫。支队将继续加大帮扶力度，在
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巩固
脱贫成果。

扶贫路上的鱼水情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 王思琪

“虽然我养了 20多年蚕，但每
年总得看到你们说这些蚕种合格我
才能放心。”蔡龙江笑着说，“这些蚕
业站的工作人员可是我们的老熟人
了，他们每年从暖茧制种开始就一
趟趟来给我们作技术指导，生怕哪
个环节出了问题影响秋天收成，真
是比我们自己还要上心。”

这两天，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那

吉屯农场蔡龙江的家里来了几位
“老熟人”——由呼伦贝尔市蚕研
所、阿荣旗蚕业管理工作总站组成
的蚕业技术指导小组的技术人员。

43岁的蔡龙江从20岁开始养
蚕，这一干就是 23 年。2019 年，
他放养两把剪子的茧种，净赚了
15万元。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
和新技术的普及，阿荣旗蚕业发展
规模不断壮大。据农业部种植业管
理司调查统计，阿荣旗现已成为内
蒙古最大的柞蚕生产基地、柞蚕良

种繁育基地和蚕茧集散地，柞蚕单
产和蚕农收入均居全国之首。

为稳步提高蚕种产量，稳定
蚕种价格，扩大销售渠道，解决蚕
种场附近村屯剩余劳动力收入问
题，阿荣旗柞蚕实验种场和珍珠
蚕种场逐步改变过去靠收承包费
和保种费过日子的“保守”观念，
由过去的为蚕种场培育蚕种变为
现在的统一向蚕农提供优质蛾
卵，并向外省销售蚕种、蛾卵，从
而增加工人收入和拓宽经费来源
渠道。今年，2 个蚕种场 45 户蚕

农参与制种达 896 把，预计每把
蚕种增加收入 2500 元左右，仅制
种预计增收 220 余万元，户均增
收近 5 万元，为阿荣旗蚕业丰收
奠定基础。

2019年，阿荣旗蚕场面积47万
亩，放养柞蚕稳定在4016把，养蚕
户 5035户，繁育各级种茧 178把，
商品茧和种茧产量分别为750余万
公斤和14万公斤。全旗蚕业综合
产值达2.05亿元，全旗农民人均增
收近950元，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赢。

柞蚕撑起阿荣旗特色产业一片天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林西县融媒体中心 李晓军

这几天，正是赤峰市林西县双
赢农机合作社播种甘蓝的时节。大
田里，一辆蓝色的大型拖拉机牵引
着起垄、覆膜机具行驶，令人惊奇的
是，这台一直在走直线的拖拉机，驾
驶室里竟然没有人操纵，方向盘还
能自主转动，不断调节前进的方
向。看到田里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看热闹：“真
是怪事儿，没人开还能走直线，难道
说是施了魔法不成？”

“咱这拖拉机，装上了北斗导航
系统！”在众人一片疑惑的眼神中，
双赢农机合作社理事长任宇揭开了
谜底。说起蔬菜产业的全程机械
化，任宇娓娓道来。过去，农民种菜
从育秧到起垄、覆膜，再到栽秧，全
靠人工，苗育得不齐，种菜费时又费
工，一到栽秧的用工高峰，就很难雇
到人。合作社首先从工厂化育苗开
始，2019年 5月，5000平方米的智

能化育苗工厂正式建成并投入使
用，1年下来，能连续培育6茬，育出
瓜果、蔬菜幼苗980万株。

有了整齐划一的工厂化育苗，
还得配套栽秧的农机具。任宇在原
有的起垄、覆膜机基础上，又尝试引
进栽秧机。过去1天栽30亩蔬菜秧
苗，需要人工25人，有了栽秧机后，
只需要2个人，每亩地能省出75元
的人工费。可用栽秧机时又遇到了
新问题，因为得先起垄、覆膜后才能
栽秧，只有先后2次作业都走直线，
秧苗与垄背才能精确对准，否则就
会偏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任宇
找来镇里10多名经验丰富的农机
手做起垄、栽秧的实验，可这些农机
手都很难让300多米长的垄背形成
一条直线。

如何让拖拉机走直线，让秧苗
栽得更精准？通过网络查询，任宇
与山东一家企业取得联系，企业答
应可以让合作社免费试用一下他们
生产的农业装备北斗导航系统。设
备到林西后，企业通过视频，指导合
作社安装、调试导航系统，终于能成

功运行。在田间试用导航系统时，
只见机手在驾驶室简单设定了一下
参数，就跳下车来，拖拉机在无人驾
驶状态下，带动起垄、覆膜机悠然前
行，机车后的垄背笔直，垄与垄的间
距也大小相等，十分均匀。而在栽
秧时，机器又能丝毫不差地把秧栽
在垄背的正中间。

“真是不用不知道，以前栽秧
时，必须紧盯着垄背，一天下来，盯

得眼睛生疼！”任宇感慨，“现在拖拉
机装上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就像
有了大脑和眼睛，农机手只要到地
头，打把方向，把车转过来就能接着
播，反正有卫星在天上给咱盯着呢，
就算是天黑了，机器也能照样把活
儿干好！”任宇计划最近要开一个全
镇的北斗导航精准栽秧农机作业展
示会，把这种智慧农业的技术，向更
大范围推广。

林西县农民种菜用上了北斗导航
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在起垄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在起垄、、覆膜覆膜。。

凉城县
综合治理岱海水生态

本 报 乌 兰 察 布 6 月 30 日 电
近年来，凉城县确立“全流域”治理理
念，制定了“两节、两补、两恢复”6项措
施，统筹推进污水治理与岱海电厂机组
整改二者联通联动，加大污水净化力
度，累计投入37亿元，实施了24个治
理项目，实现了污水循环再利用。截至
目前，污水到中水到生产用水的循环利
用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约600万元，通
过节水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创造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逾亿元。岱海湖面面
积萎缩得到基本控制，主要水质指标稳
定向好，水生态环境逐步好转。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
80万棒黑木耳进入采摘期

本报兴安6月30日电 近期，扎赉特
旗阿尔本格勒镇的80万棒黑木耳陆续进
入采摘期。该镇珠日根嘎查农户赵国军这
几天十分忙碌，每天3点就要起床采摘木
耳。自2014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家依托黑木耳产业2018年成功脱贫。

“从最开始的6千棒黑木耳发展到今年的3
万棒，这个产业的利润非常可观，去掉人工
和成本，每年都能赚4万到5万元钱。”赵国
军说。80万棒黑木耳今年长势良好，产量
可达10万斤，收入近300万元。黑木耳已
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
娜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 白玉亮）

突泉县
严阵以待防洪汛

本报兴安6月30日电 近期，突泉县
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天
都在认真查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这个新建的系统，可结合山
洪灾害易发区的39座自动雨量站、8座自
动水位监测站和4座河道监测站，根据降雨
量级提前自动预警。随着主汛期来临，突
泉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安全防汛备汛
各项工作。该县防汛指挥部及时修订了
2020年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2020年山洪
灾害防治预案，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切
实做好病险库加固、河道整治、堤坝安全监
测等工作。到目前，全县已组建1200余人
的乡、村防汛应急队伍10支。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
娜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 张佳 苑康）

集宁区
“末端工作法”
让监督触角一伸到底

本报乌兰察布6月30日电 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纪委监委聚焦精准监督，
盯紧重点人、重点事，围绕脱贫攻坚、“微
腐败”大清扫、优化营商环境、教育和医
疗卫生领域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持续
采用“末端工作法”——不打招呼、不发
通知、不听汇报、不用陪同、直奔一线、直
接入户的方式，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基
层的最末端。为了摸清群众所想所盼、
了解群众所忧所需，近两个月来，集宁区
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带队以“四直两不”方
式开展督查工作20余次，发现并指导整
改问题50余条，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皇甫美鲜 集
宁区融媒体中心 古娜）

磴口县
百亩金银花绽放

本报巴彦淖尔6月30日电 端午
节前，地处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
冬青湖飘来阵阵花香，该县2019年引进
并试验示范种植新品种100亩金银花迎
来了开花季。这些身处大漠的金银花，
有效药物成分氯原酸、木犀草苷含量分
别是国家药典规定标准的2.9倍和 11
倍，是传统金银花的10至15倍，栽植3
年进入盛花期，采收期可持续10至15
年，亩产60公斤左右，每公斤280元，亩
均年纯收入1.2至1.5万元。 （郭承德）

奈曼旗
促就业创业招聘会
提供近万个岗位

本报通辽6月 30日电 近日，奈
曼旗举办促就业创业现场招聘会，200
余家企业共提供近万个招聘岗位，涉及
到电子、医疗、食品、流通等多个领域，
可满足不同就业人群的求职需求。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为了进一步拉动消费，全力助
推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去”，为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近日，伊金
霍洛旗举办了直播带货培训，吸引了
全旗驻村第一书记、商贸企业负责人、
农牧民网红电商爱好者、大学生创业
者300余人参加。

（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 彩虹
孟媛）

●近日，霍林郭勒市对各机关、国
有企事业单位、嘎查（村）、各社区、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不同领域的191
名党员发展对象进行培训。本次培训
为期3天，采取集中理论授课、个人自
学、考试考核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要
求党员发展对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端正入
党动机，坚定理想信念。

（霍林郭勒市融媒体中心 苏赢
张凡）

●日前，自治区科技厅发布了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拟立项项目的公示，
赤峰市红山区的赤峰通泰机械有限
公司“新型秸秆膨化微贮饲料机技术
创新产业化”、内蒙古格林特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疫情防控用高分子防护
手套生产技术应用”2个项目榜上有
名，这也是红山区首次获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立项资助项目。

（红山区融媒体中心）

●今年，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投
入2.82亿元重点实施9项基础设施更
新改造，这些项目包括乌兰木伦湖区
音乐喷泉维护升级、雨污管网性能的
提升改造、市政道路及部分路面的热
再生维修升级等。目前，部分区域市
政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已完工。

（康巴什区融媒体中心）

●总投资2546.21万元的乌兰浩
特市洮儿河堤防改线工程正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现已完成土方清基工程、土
方填筑和混凝土护脚工程，7月末整
体工程可全部完工。工程新建堤防共
3.776公里，完工后将大大提高洮儿河
流域防洪减灾能力，防洪标准由20年
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乌兰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籍云
琦 金平）

●今年以来，鄂温克族自治旗全
力克服疫情影响，加大就业创业政策
落实力度，1至6月，全旗城镇新增就
业723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
428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02 人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控 制 在
3.83%以内。

（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新巴尔虎左旗红十字会
安达部落应急救援志愿服务车队成
立。 该志愿服务车队由各行各业应
急救援志愿者组成，救援项目主要包
括应急救护、心肺复苏、外伤包扎、溺
水触电、交通事故等意外事故急救。

（新巴尔虎左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察右中旗供电分局紧紧
围绕安全大检查要求，成立专项检查
组深入各变电站开展无遗漏检查，按
照“一事一预警、一查一汇报、一周一
分析“的工作要求，全面开展平安变电
站维护，为电网提供安全保障。

（杨利斌）

●日前，固阳县举办民营企业
“百企帮百村”消费扶贫集中采购活
动，来自包头市的 30户民营企业定
向购买固阳县农畜产品，活动当日，
成交额达12.3万元，签订采购合同价
款42.5万元。

（固阳县融媒体中心）

●太仆寺旗 PCR核酸检测实验
室近日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实验室
配有荧光定量 PCR 扩增仪、全自动
核酸提取仪、生物安全柜、高压灭
菌器等设备，日可检测样本 90 余
份。前期，该旗疾控中心已派 3 名
检验专业人员赴自治区综合疾控中
心进行了为期 1周的核酸检测业务
学习，3 人均取得开展核酸检测业
务合格证书。

（太仆寺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土右旗发改委组织 10
家粮油企业深入到扶贫包联村萨拉
齐镇盛裕社区，组织开展党建促脱
贫“村企共建”主题活动，10家粮油
企业为盛裕社区提供产业帮扶资金
3.1万元。

（土右旗融媒体中心）

竞相绽放竞相绽放。。

□本报融媒体记者 相恒义 叶文畅
巴依斯古楞 赵丹 摄影报道

又是一年花开季，天边草原芍药
香。6月下旬，乌拉盖管理区数十万株
野生芍药花怒放，惊艳慕名而至的八方

游客。
芍药谷位于乌拉盖管理区贺斯格乌拉牧场

东北12公里处，因漫山遍野全是野生芍药而得
名。近两年，乌拉盖管理区将芍药谷8000亩左
右区域规划为赏花核心景区，集中开发打造芍药
谷旅游景区，向游人开放。该管理区投资近
1000万元修建了上万米的赏花木栈道，并在栈
道两侧安装了绳索护栏，设置了垃圾桶。同时，

加派工作人员全天候看护引导，坚决制止随意踩
踏、摘花压草、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每年的6月中下旬是野生芍药花盛开的季
节，花期 15至 20天，花色以粉色和白色居多。
这个季节，芍药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成为天边
草原乌拉盖最美的点缀，当地百姓和慕名而来的
游客深深陶醉于其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花季，来芍
药谷游玩的客人较往年较少。管理区利用今年
游客相对少的时机，在芍药谷景区内人工开发种
植各类花卉，以此弥补芍药花开花季只有半个月
的短板，力争将芍药谷打造成为名副
其实的花的海洋。

芍药花香醉游人芍药花香醉游人

客在花中游客在花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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