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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达区
签下3亿元新能源汽车大单

本报乌海7月 2日电 近日，记
者从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政府与乌海
海易通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举
行的合作签约仪式上获悉，由乌海
海易通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投
资 3亿元的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将
在乌达区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钛酸锂/磷酸铁
锂）电池 PACK 工厂组装线及生产
换电设备和备电设备；氢燃料发动
机生产组装线；年产 200 台新能源
公交车（氢/电）的组装及生产，年产
350 台电动重卡的组装生产，年产
650台矿山机械油改电组装及生产，
矿山机械无人驾驶的研发及应用城
市电动车及出租车的电池制造及换
电模式等。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达
区融媒体中心 王蒙 方泽文）

俄体镇
残疾人就业扶贫车间
带动贫困群众就业

本报兴安7月 2日电 “残疾人
就业扶贫车间主要以加工棉裤为
主，年销售额超130万元，带动58名
贫困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 2.4万余
元。”6月 24 日，残疾人就业扶贫车
间负责人黄岩介绍。科右前旗俄体
镇以本地服装加工厂为主体，整合
兴安盟、旗残联和北京华贸公益基
金会等部门、单位帮扶资金 56 万
元，在原俄体村村部建设了 400 平
方米的残疾人就业扶贫车间。车间
以“机器进村、手工进家”的模式，实
施“家庭工厂”行动，采取批发铺货
为主、零售以私人订制为主的销售
模式，日均可加工棉裤 50 至 70 条，
现有合作经销商 65 家。通过开展

“技术送上门、助残促就业”等实用
技能培训活动，将手工棉裤缝制批
量订单分解到贫困户和残疾群众，
帮助他们实现居家就业，稳定脱
贫。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
敏娜 科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董一
鸣 田馨月）

牙克石市
云招聘
助力地校企联动招人才

本报呼伦贝尔 7 月 2 日电 近
日，牙克石市以直播带岗、地校企联
动的形式，举办为期 1个月的“暖企
行动招贤，暖流计划稳岗”呼伦贝尔
（牙克石）春风行动云招聘暨地校企
就业接洽会活动，通过在线云应用
招聘会，发布企业招聘需求计划、职
位信息，帮助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
人力资源解决方案，节约招聘成本，
实现最佳的招聘效果。此次活动以

“现场+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新华
社现场云和官方快手平台对活动进
行现场直播。共设企业互动直播
间、招聘直播间、就业创业政策辅导
直播间、公共直播间等 8个直播间。
云招聘启动当天累计 32.3万人次观
看直播，现场互动 624人次，互动咨
询信息 1450余条，直播间收到超过
4500 余个点赞，收到求职者在线简
历1516份，关注微信公众号达5356
人，云平台浏览量22.4万人次。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玉荣）

化德县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乌兰察布 7 月 2 日电 今
年以来，化德县以党建为引领，将农
村环境卫生工作作为“一号工程”，
扎实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向纵深
开展，收效显著。86个行政村全部
建成卫生服务室、文化活动室和便
民超市。全力推进“厕所革命”，户
改厕试点完成 649 户；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十县百乡千村”示范行动，
拆除危旧土房、残垣断壁 3065 间，
清运各类垃圾2万余吨，实施畜禽粪
污资源化处理项目；加快村庄绿化，
覆盖率达 24.5%。民乐村被农业部
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各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卫生公
约》，不断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
主义新风正气。

（李剑平）

●近日，扎赉特旗开展以“档案
见证小康路 聚焦扶贫决胜期”为主
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活动当天共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 3000余份，接受群
众咨询 100多人次。该旗还利用旗
信息台普及档案法律法规、档案利用
和查阅等知识。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 白玉亮）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心手相
牵 爱心相伴”大健康惠民工程捐赠
活动在新达街道办事处爱民佳苑社
区启动。深圳市永源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向各街道办及爱心组织捐赠
61台净水器及空气净化器，共计价
值22.4万元。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5月以来，牙克石市加快处理
房地产项目办证遗留问题工作，在政
务服务中心不动产交易登记大厅推
行无缝隙服务模式，周六、周日正常
办公，实现了房产交易及不动产登记
无假日办理。

（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 王海英）

●日前，凉城县开展了以“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现
场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发放各类
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并解答群众日常
生活中的安全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广
大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近日，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
镇渡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海
南区就业局开展技能下乡、扶贫工
作、疫情防控及消杀技术专题培训活
动。此次培训为贫困劳动力学习知
识、掌握技能、提高综合素质和技能
水平提供了平台。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为进一步提升群体性事件应
急管理水平，近日，杭锦旗人民政府
主办了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此次演练锻炼了应急处置队伍的快
速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提高了对
群体性事件的指挥决策能力和调度
能力。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日前，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
区公安分局联合通辽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行动队，
以固定查缉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炸街”摩托车专项突击整
治行动，共查扣 15 辆“炸街”摩托
车，训诫15人。

（科尔沁区融媒体中心 王强
年浩然）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
年，近日，乌海市乌达区机关工委举
办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时代精神”演讲比赛。比
赛中，各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声
情并茂，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讴
歌了党的丰功伟绩。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方泽文）

●近年来，化德县牢固树立“环
保优先、生态立县”的绿色发展理
念。目前，全县实施京津风沙源治
理 151万亩、退耕还林工程 43.83 万
亩，城镇周边绿化面积 8万亩，境内
省道绿化里程 127.2 公里，县乡公
路绿化 107 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24.52%。

（李剑平）

●为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农产品
销售难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
升脱贫攻坚质量，让贫困群众得到真
正实惠，近日，杭锦旗消费扶贫夏季
促销活动暨线上线下农特超市启动
仪式在锡尼镇举行。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日前，乌海市海南区应急管
理局与中国化学品协会专家联合开
展“专家驻企为生命护航”活动，选
派 4名中国化学品协会专家分别入
驻辖区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参加
生产会议、班前班后会并值班检
查，与企业员工同吃同住同工作，
带动企业风险辨识、隐患排查等重
点工作的深入开展。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五原县融媒体中心 贾学良

近段时间，五原县润海源实业
有限公司第二批100名入职人员每
月带薪3500元，到润海源山西平遥
总部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习。“把企
业招工培训作为就业局今年重点工
作，强化菜单式培训，员工在企业中
需要什么技术就培训什么技术，进
一步提高就业者的就业能力，实现
稳定就业”。五原县就业局局长周
永胜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五
原县多措并举吸纳农村牧区转移劳
动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退
役军人、城镇失业人员就近就地转
移就业。截至目前，新增城镇就业
146人，农牧民转移就业11747人。

在新公中镇永旺村拱棚产业
园，村民陈军这几天正忙着在新承

包的拱棚里打掐瓜蔓选瓜。去年陈
军在自家 3 个拱棚里种植西霖蜜
瓜，每棚纯收入2万元。今年镇里
又在他们村新建了300多亩高标准
拱棚，尝到甜头的他毫不犹豫承包
了15个拱棚，种植西霖蜜瓜、白梨
脆香瓜等。目前，蜜瓜香瓜长势非
常好，陈军对今年的丰收信心满满。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只有产业
兴旺，老百姓收入才能稳定增长。
五原县以产业发展为抓手，今年计
划投资5532万元新建高标准大拱
棚5000亩。目前，已建成1950亩，
并投入早春茬生产，种植各类瓜菜
有了可观收入。

今年，该县全力推进11项民生
工程，涉及饮水、住房、出行、文化、
就业、产业等方面，与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该县本着人民至上的理念，
快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每个
项目都成为百姓满意、点赞叫好的
民心工程。

隆兴昌镇饮用水水源地迁址提
升及规范化建设项目投资7666.5万
元，计划打深井14眼、敷设输水管
道42公里，预计今年完成试运行。

五原县城有 9000多户平房住
户，今年该县投资 1.5 亿元实施城
区平房区综合改造工程，对供暖、
给排水、巷道硬化、环卫设施等进
行改造。

对 全 部 学 校 及 幼 儿 园 推 广
“互联网+透明厨房”，力争今年校
园“明厨亮灶”达到 100%，其他餐
饮 单 位 2020 年 明 厨 亮 灶 达 到
92%。

计划投资 330 万元新开通不
少于 3 条城乡公交线路。为全县
残疾人、现役军人、60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免费
乘坐城乡公交车，18 周岁以下的
在校中小学生实行半价补贴乘坐
城乡公交车。目前，已开通五原—
复兴、五原—西小召2条线路。

投资近 3000万元建设融媒体
中心和党校综合教学楼。党校综
合教学楼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
内外装修。融媒体中心建设工程
预计 7 月底全部完工。按照建成
全区一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目
标，通过对《古郡时讯》、“活力五
原”“五原视界”微信公众号、微
博、抖音号、“黄河至北”APP、央
视频、今日头条等多个平台的有
效整合，生产制作推出一批本土
化、原创性的新闻产品，推动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切实提升主流
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

整合乌兰牧骑、老年大学、民间
演艺团体等文化资源，紧扣乡村振
兴、五原特色、文旅项目、文化主题
和节庆活动，深入开展文化下乡和
文艺创作，认真编排创作精品文艺
节目，形成小晚会特色，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五原县：11项民生工程件件惠民利民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阿鲁科尔沁旗融媒体中心
张祥熙

初夏时节，走进赤峰市阿鲁科
尔沁旗赛罕塔拉苏木查干花嘎查的
驻嘎查村“干部之家”，院内菜园子
里的茄子、辣椒、西红柿长势正旺。
第一书记高鹏霜正带领工作队员们
打理菜园，周边的牧民也过来帮忙，
学习种菜技术，家的氛围浓厚。
2018年 5月，高鹏霜正式进驻查干
花嘎查担任第一书记。她带领5名
女干部一起在嘎查开展脱贫攻坚工
作，大家都称她们是“五朵金花”驻
村工作队。

发展产业，带动扶贫，引领致
富，是高鹏霜和队员们带领贫困群
众共同致富的切入点。2018年，高
鹏霜利用自治区总工会3年投入嘎
查600万元扶贫资金，帮助嘎查谋
划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了肉牛扶
贫项目，采取“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一般户”的发展模式带动牧民共
同致富，项目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改革后，让全体牧民分红受
益。她还组织成立了查干花嘎查肉
牛扶贫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全嘎
查 171 户、398 口人加入合作社。
2019 年，她协助嘎查实施了 2653
亩饲料地节水灌溉工程、500亩集
体农田水利配套工程，让久旱的土
地得到了灌溉。

高鹏霜是一个心软的人，见不
得别人受苦受难。嘎查有1个贫困
边缘户叫敖日格勒，开了1家小饭
店，因资金短缺，经营遇到了困难，
即将面临倒闭。高鹏霜知道后借给
了他3000元维持饭店正常运转，并
帮助他申请了 10 万元创业贷款。
目前，饭店收入可观，敖日格勒多次
邀请她到小店做客，都被婉言谢绝
了。牧民朝格巴雅尔患有严重肺结
核和脓气胸，连续2次住院治疗，花
光了家里的积蓄。2019年，病情再
次严重，便找到高鹏霜求助。高鹏
霜一边安排亲属做陪护工作，一边
筹集了 2 万元送到朝格巴雅尔手
中，并协调医院减免了部分医药费，
最终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驻村 3年来，高鹏霜为嘎查和
牧民群众倾尽了全部心血，76户贫
困户全部实现脱贫，自来水工程惠
及家家户户，“厕所革命”工程已经
完成、棚圈建设全面启动……她所
带领的查干花嘎查工作队的事迹，
被选入“中国往事·感动内蒙古”的
候选团队。查干花嘎查也成了阿鲁
科尔沁旗乡村振兴示范村。由于长
时间劳累，高鹏霜患上了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走路非常痛苦，阴天下
雨时，队员们总是劝她在驻地休息，
她嘴上答应着，可随后又和大家一
起走村入户。带着感情来扶贫，把
好事做实做好，她的举动感动了嘎
查里的牧民，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

“高大姐”。

女书记带领“金花”唱好扶贫戏

□本报融媒体记者 相恒义 叶文畅
巴依斯古楞 赵丹 毕力格巴特尔 摄影报道

在正蓝旗上都镇西北城郊，有一处家庭牧
场，牧场主额日和木是名80后，也是位精明能
干的新型职业牧民。

说额日和木是职业牧民，可不是空穴来风，
他可是有证书的。由于经营有方，他的金马鞍
家庭牧场在2018年被自治区农牧厅评为“肉牛
标准化示范场”，2019年被认定为正蓝旗《新型
职业农牧民实训基地》。

额日和木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现代化程

度让人眼前一亮。牛群出入棚圈、驱虫药浴的
通道都是1人操作即可完成。就是舍饲喂养也
用上自动设备，实现喂牛分餐制。“想让牛群长
膘，可不能喂‘大锅饭’，必须得根据情况调节饲
草料比例，这样才能够保证每头牛都能卖出高
价。”额日和木介绍说。

如今，额日和木家基础母牛有60头，后备母
牛15头左右，每年的过冬母牛60头以上，平均
年产牛犊40头以上，年纯利润达到20多万元。
额日和木根据现有草场载畜量，以7个月补饲、5
个月放牧的方式科学养畜，实现“少养精养优养”
目标，进一步加大优化品种进度，以机械化取代
人工成本，实现集约化和效益最大化。

硬化储草棚硬化储草棚。。 新型牧民啥样儿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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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个个膘肥体壮牛个个膘肥体壮。。

自动化喂养自动化喂养。。

小厂房里的现代工具小厂房里的现代工具。。种菜也是把好手种菜也是把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