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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乌拉盖管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塔娜 初一

7 月 3 日上午，由锡林郭勒盟
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主
办，辽宁迪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的“乌拉盖真带劲儿”项目启动
仪式在辽宁省旅游会展集散中心
举行。

活动现场，播放了乌拉盖旅游

宣传片《空中俏旅人》和九曲湾、布
林泉、野狼谷等景区宣传视频，向
大家展示了“草原文艺轻骑兵”乌
兰牧骑的风采，拉近了现场嘉宾与
乌拉盖草原的距离。还设有别具
风情的“天边草原乌拉盖”旅游接
待中心，从草原美食、宣传视频、画
册影集等多方面展现乌拉盖景区
独特的人文风情。

沈阳旅客武鑫激动地说：“我
是专程来参加乌拉盖大草原活动
的，也听到了悠扬的马头琴声，感

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本来，今年
有打算要去拍摄《狼图腾》的草原
去看看，这下更加坚定了决心，过
几天就要去天边草原乌拉盖，一睹
真容。”

据悉，活动还将分别于7月 10
日、8月 4日在抖音平台上线乌拉
盖草原抖音挑战赛，邀请全民互
动，全方位展示乌拉盖管理区的旅
游文化魅力。

近年来，该区坚持产业转型升
级，把旅游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支柱

产业，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目标，大力实施“旅游+”战
略，全力打造“天边大草原 纯美乌
拉盖”品牌，初步形成了观光旅游
和休闲度假旅游并重、旅游传统业
态和新型业态齐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共进的旅游新格局，先后荣
获“中国最佳绿色生态旅游目的
地”“中国最具原生态景区”“全国
生态旅游示范区”等称号，并被评
选为“自治区级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

“天边草原乌拉盖”秀美辽宁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科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田馨月

在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特门
嘎查，5名妇女联手成立农副产品专
业合作社，带领姐妹共同创业的事
儿成为美谈。

近日，记者来到这家农副产品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带头人白春亮
和她的同伴们在分装、加工韭菜花
酱。

“韭菜花开的时节，好多村民全

家出动上山采摘野韭菜，将采来的
韭菜运送到合作社做成韭菜花
酱。”白春亮介绍。

每年一到花季，特门嘎查漫山
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韭菜花。这
个嘎查利用纯天然无污染的韭菜
花做出来的韭菜花酱，在当地小有
名气。

今年5月20日，为了带领全村
妇女发展庭院经济致富，嘎查妇联
主席白春亮、满族屯乡人大代表白
梅花、嘎查党支部宣传委员白牡丹、
返乡创业女大学生杨琪琪、个体工

商户白开花5名妇女，联合注册、成
立了特门塔拉农副产品专业合作
社。她们要把韭菜花酱产品做起
来，增加各家的收入。

“刚开始，设备缺少，技术知识
也不够，好多次都陷入了困境，当时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多难，都要
干下去！”白牡丹感慨道。

贫困户雯贵琴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那时像盆、桶这类的工具都没
有，我们就从家里贡献出一些工
具。加工完的韭菜花酱要运送到冷
库，我们提供电动三轮车帮助运

输。”
同时，合作社免费提供野韭菜

种子，组织村民种植。目前，39户村
民种植了2476平方米的野韭菜，其
中特门嘎查32户，9户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合作社从他们手里收购野
韭菜加工生产野韭菜花酱。

“现在合作社有了粉碎机、搅拌
机、三轮车等工具，这都离不开乡亲
们的帮助，嘎查有位叫崔玉顺的残
疾人，他和老伴儿闲不住，就去采摘
野韭菜，靠电动轮椅送过来，我们很
是感动。”白梅花感慨地说。

“五朵金花”带领嘎查姐妹共创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青山区融媒体中心 王泽

在包头市青山区的56个社区，
每 400 户左右居民被归入一个网
格。在529个网格中，党建作“笔”，
党员先锋模范为“墨”，铺陈出一幅
和谐生动的民生画卷。

在青山路街道，高英华是都兰
社区第六网格的退休党员，而杜贵
宝是六合成社区第一网格的志愿服
务者。这段时间，他俩的党员积分
卡上被标记得满满当当。杜贵宝很
看重这些积分：“它代表着居民和社
区对志愿服务者的认可，也让我们
感受到肩上的责任！”

今年，青山路街道为每位党员
和志愿者都发了1张积分卡，上面
罗列了扶贫帮困、理论宣讲、文体活
动等居民所需的服务事项，照“单”
服务，每次都能获得相应积分。

疫情防控期间，对小区情况知
根知底又热心的高英华被推选为楼

栋长。社区有7000多户居民，看到
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她主动请缨，动
员邻居们互相监督，劝阻被隔离人
员安心居家。而干个体的杜贵宝从
1月底就以志愿者身份报名参与到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早晨7点半
到岗，晚上10点回家，一直坚守到3
月16日站完最后一班岗。

在疫情防控中，青山路街道组
织动员1447名市区直机关、辖区企
业、社会组织、居民党员志愿者、楼
栋长，认领门岗值守、社区消杀等8
个岗位的服务内容，总积分达7252
分。年底，他们可以参加社区的积
分兑换礼物活动，其中积分较高者
还可得到各级先进个人的优先推
荐。这种汇聚基层党员和志愿者力
量服务回馈基层群众的做法，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相比社区工作人员，居民间更
易沟通。”都兰社区党委书记刘冰洁
说，在最近一次整治环境卫生时，高
英华和几位楼栋长一起动员邻里，
居民们少有抵触情绪者，楼道堆放

杂物、小区内私搭乱建等清理得特
别彻底。

“社区工作人员下班后，是他们
担起了引导居民自治的工作。”青山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贾
小亮说。

组织、协调党员和志愿者们聚
沙成塔，凝聚服务居民的合力，社区
网格党建成为关键。

青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锦艳
介绍，529 个网格分别设 1名网格
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服务约
400户居民。但多数网格员都身兼
它职，加之社区居民流动性大，难免
出现“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的情
况。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社区暴露
出居民底数不清、防控力量不足等
问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受到
挑战，倒逼网格党建落地。

按照青山区委组织部统一部
署，青山路街道先行先试。通过努
力织密一张网格执行党小组“红色
网”，调整27个临时党组织，建立起
由网格员、在册党员、在职党员、退

休党员“四类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
网格执行党小组，以实施积分制、公
示制和反馈制“三项机制”的形式，
形成“一四三”工作体系，调动每位
党员为社区做贡献。

网格执行党小组成员来自业委
会、物业公司、楼栋长、居民党员及
公安、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等部门的在职党员，把触角延伸到
基层各项社会治理工作中。而积分
制、公示制、反馈制则要求，网格地
图、成员、服务内容等信息必须在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上墙公示，让居民
群众知道谁在做事、谁能做成事。

网格党建在青山路街道7个社
区试行成功后，已于4月中旬在青山
区10个街镇、56个社区全面推行。

李锦艳表示，注重街镇社区党
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培
养，注重居民党员、在职党员党性
意识的激发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
挥，下一步将以优化服务为目标，
在继承中创新，不断开创社区党建
新局面。

青山区：网格党建凝聚服务居民合力
五原县
惊现万只崖沙燕巢穴

本报巴彦淖尔7月7日电 近日，
在五原县隆兴昌镇市民活动中心建设工
地附近，发现一处土崖上密集分布着崖
沙燕的巢穴。这些巢穴呈水平坑道状，
深度约有0.5至1.3米，绵延200多米，不
断有崖沙燕飞进飞出，或在低空盘旋飞
翔，场面壮观。经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初
步估算，栖息此处的崖沙燕约有上万只。

崖沙燕，又名灰沙燕，喜欢在距离
水域较近的土崖陡壁上筑巢栖息，专门
捕食空中飞行的昆虫，尤其善于捕捉低
空飞行的蚊蝇等害虫，冬季南迁越冬，
每年往返于我国北方地区和东南亚。
目前正是崖沙燕的繁殖期，该县森林公
安局在该处土崖附近设立保护警示牌，
拉设防护网，同时与市民活动中心建筑
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协商，近期停止对该
处土崖的施工，确保崖沙燕栖息地不遭
到人为破坏和改变。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五原
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贾学良 李俊）

敖汉旗
高考期间严控噪音

本报赤峰 7月 7日电 为给考生
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考试和休息
环境，敖汉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日前
向城区各施工单位、各商户和广大居民
发出倡议：7月6日至7月8日，各施工单
位一律全天禁止施工和作业，沿街商户
要自觉停止使用高音喇叭或大屏幕宣传
商品和服务，公园、广场等健身娱乐场所
参加活动的居民，要自觉停止播放音乐、
歌唱或演奏乐器等，机动车驾驶员在城
区行驶过程中，禁止乱鸣笛。该局承诺，
接到噪音污染举报，将在第一时间依法
查处。 （敖汉旗融媒体中心）

海南区
为一线职工送去夏日清凉

本报乌海7月7日电 近日，乌海
市海南区总工会举办了“致敬劳动·情
系盛夏——关爱职工 我们在行动”送
清凉慰问活动，为广大奋战在工作一线
的职工送上夏日的关怀与问候。

此次活动涉及企业生产一线、建筑
工地、环卫、家政服务、网络送餐、物流
行业、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一线等领域
万余名职工，共计发放价值10万元的
绿豆、冰糖、消暑茶等消暑物资。海南
区总工会还将分批次深入企业一线为
职工送去“夏日的清凉”，让广大职工真
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的关
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拉特海关
网拍130多万元罚没物品

本报巴彦淖尔7月7日电 近日，
乌拉特海关委托拍卖公司在阿里巴巴旗
下资产处置平台上公开拍卖一批罚没物
品，拍卖竞价313次，成交额1308114.8
元。此次拍卖财物包括中药材、碧玉原
石、玛瑙石、黄铜碎料、紫铜碎料等，均为
乌拉特海关和缉私分局于2019年在甘
其毛都口岸罚没的物品。

乌拉特海关和缉私分局在甘其毛
都口岸持续开展“国门利剑”“蓝天行
动”等专项整治行动，高压打击涉枪涉
爆涉毒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固体废弃物、

“洋垃圾”、濒危野生动物以及涉税商品
等夹藏走私行为。2019年，乌拉特海
关和缉私分局共立案调查和侦办行政
刑事案件90起，案值近4268.89万元，
涉案财物为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冻品、
毒品、中药材防风、废铜碎料等。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鄂温克族自治旗
公益电影放映全面启动

本报呼伦贝尔7月7日电 日前，
鄂温克族自治旗2020年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在影剧院广场正式启动。电影《无
名之辈》拉开了“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主
题放映活动的帷幕。为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电影放映方式为露天放映，在公
益电影放映前，工作人员对放映点进行
了消毒，观众佩戴口罩观影。近期，该旗
电影管理站将继续深入部队、学校、社
区、敬老院、苏木镇、嘎查村等地开展精
准脱贫、民族团结、红色经典、消防医护
等13个主旋律题材影片的放映工作。

（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红十字
会走进学校开展“脱贫攻坚、爱心圆
梦”助学金发放活动，对9所学校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的43名寄宿生共发放
助学金21500元。自2017年此项活
动开展至今，该旗红十字会共对520
名 学 生 发 放 助 学 金 32.2 万 元 。

（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
年，克什克腾旗纪委机关党委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到喀喇沁旗河南街道马鞍
山村、马鞍山林场参观学习，通过驻村
第一书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及指示精神、重
温入党誓词、开授专题党课、邀请“草
原学习轻骑兵”克旗宣讲小分队成员
作专题宣讲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切实
增强纪检监察干部以反腐成效取信于
民的信心和决心。 （宝山 刘英奇）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总工会
与旗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开展“爱心”
头盔安全守护行动发放仪式，50名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职工领取了爱
心头盔，活动将累计为200名骑乘群
众发放爱心头盔。

（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额尔古纳边境管理大队
组织开展了“擦亮界碑、矢志戍边”主
题党日活动，所属9个边境派出所的
150余名民警，集体奔赴各自守护的
边境界碑、烈士墓碑等所在地，通过擦
拭界碑，重温入党誓词、入警誓词，讲
述革命先烈和抗疫英雄故事，感悟红
色记忆等特殊形式，进一步激发对党
的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 吕昊俊）

●近日，根河市100余名太极拳
爱好者齐聚冷极广场，舞起太极拳，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太极拳
爱好者们着装统一，列队整齐，动作统
一有序，把对幸福生活的感受和对党
和祖国的热爱融入到表演之中。

（根河市融媒体中心）

●为确保高质量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搭建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信
息平台，开发核验小助手 APP，利用
信息化手段，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
逐户开展住房安全有保障现场核验工
作。敖汉旗住建局统筹部署，精心组
织，历时15天完成全旗17319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验工
作。 （敖汉旗融媒体中心 张春蕾）

●卓资县不断壮大熏鸡产业，在
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同时，加大创新
力度，切实抓好技术创新、品牌文化、
市场营销、材料供应等环节。目前，全
县熏鸡加工企业已达到29家，经营销
售网点51个，线上线下年销售达350
万只熏鸡。 （卓资县融媒体中心）

●内蒙古呼格吉乐生物有限公司
化德县万头驴养殖基地日前开工建
设。该项目占地560亩，主要建设驴
舍、草棚及加工厂车间等，旨在打造年
产3万头的现代化商品驴养殖基地，
以“公司+合作社”为载体，带动当地

发展，实现长效脱贫。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西乌旗第四小学入选
2020年度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
特色单位。近年来，该小学广泛开展
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开设了人
工智能和科技创新课程，努力培养学
生创新、自主实践的能力，学校在全国
各类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得多种
奖项，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课程已成
为学校的品牌课程。

（西乌旗融媒体中心）

●为进一步强化党性教育，四子
王旗骑兵连党支部开展了“不忘初心
心向党，一心为民写忠诚”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上党课、表彰优秀党员等形
式，坚定骑兵“热爱党、忠于党、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念，增强履行职责使
命的自豪感、责任感。 （君文）

●今年以来，察右前旗城市管理
局积极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到目前，
土贵乌拉镇垃圾处理场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了98%以上，平地泉镇垃圾
处理场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并通过验
收，渗滤液处理设备陆续进场，进入试
运营阶段。 （李志辉）

□刘静 巴根那 摄影报道

日前，沿着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宝音德
力格尔日常工作的88公里路线，乌拉特后旗
供电分局、计量中心、康力后旗分公司、电业工
会4个党支部的4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一次
不同寻常的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本次活动，以亲身体验宝音德力格尔从警
23年来为民服务的点滴为主线，结合荒野徒
步、事迹分享，设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精
神”“我们的榜样”三段主题实践教育，在约4
个小时88公里的崎岖山路上，通过理论教育、
现场体验、案例教学、党性分析的方式，学习英
模、认识英模、感悟英模，以榜样为引导，激励
大家共奋进。

徒步穿越60度崎岖的“扶贫路”，大家感
受着草原英雄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的攻坚克难精神。这条路是在通讯落后、地图
缺失，宝音德力格尔数余年躬身丈量而科学规
划的“最优路线”，而开垦者是宝音德力格尔和
大山里零散居住的牧民们。

在宝音德力格尔事迹馆，“宝音三件宝”
“48号邮箱”“宝音图”以及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接待会邀请函……跟随着现场讲解员的
引领，大家认真聆听故事，不时驻足观看，间或
询问交流。一本本泛黄的工作笔记，一件件破
旧的工具，一幅幅珍贵的图片，记录着时代变
迁下宝音德力格尔那颗“对党忠诚、热爱草原、
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不变的共产党员初心。

大家纷纷表示，要珍惜现有的工作环境和
条件，一定要潜心学习专业知识，立足岗位，发
扬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为成为一名电力战线
上的宝音德力格尔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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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资料，感悟英模先进事迹。

在宝音德力格尔事迹馆前合影留念。

了 解了 解““ 扶扶
贫路贫路””的来龙的来龙
去脉去脉。。

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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