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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赵曦）
7月11日，由自治区团委主办，自治区
青志协、呼和浩特市团委承办的“恋在
青城 爱在北疆”婚恋交友活动在呼和
浩特市举办，为单身青年搭建相识之
桥，来自区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近100
余名单身青年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中，大家共同游戏联欢，畅享
青春友谊，分享正确的爱情观、价值
观，传播正能量，开启寻觅爱情新模
式。联谊活动形式新颖丰富，大家参

观了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和蒙树集
团，进行了联谊交友、互动游戏、户外
拓展等。青年王林（化名）说：“在活动
中，我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通
过游戏，团员青年相互了解、相互帮
助，增进了感情。希望以后这样的活
动多搞一些。”

据悉，从7月份开始，自治区团委
将联动全区各盟市团委举办“爱在北
疆”系列活动，为广大青年搭建沟通交
流交友平台，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

“恋在青城 爱在北疆”
共青团婚恋交友联谊活动举办

本报呼伦贝尔7月13日电 （记
者 刘玉荣）记者从内蒙古大兴安岭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获悉，7月12日，内
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管护局、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及图
里河、满归、莫尔道嘎、阿龙山、根河林
业局相继发生 13 起雷电森林火灾。
截至 13日上午 9时 15分，其中 11起
已合围扑灭，有效控制2起，火情初判
均为雷电火。

近期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持续高
温、干旱、少雨，据中国科学院雷电监
测简报，7月 11日 8时到 12日 8时期
间，林区范围内共发生云地闪524次。

火灾发生后，内蒙古大兴安岭重
点国有林管理局第一时间成立防扑火

工作领导小组，在根河航空护林局设
立前指，靠前统筹指挥各火场扑救工
作，迅速调遣靠前驻防力量，采取地空
结合、重兵投入、实施人工增雨作业等
手段，有效控制了火场形势。对已合
围火场，正开设隔离带，向火场纵深清
理，确保夺得扑火战斗彻底胜利。

截至13日上午，火场共投入兵力
1173人，其中林业扑火队伍955人，森
林消防队伍218人。

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大部
分地区仍处于高温干旱状态，缺少有
效降雨，森林防火形势依旧严峻，内蒙
古大兴安岭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联合森
林消防队伍、气象局等部门，密切关注
林区各地形势，确保万无一失。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雷电森林火灾
已合围扑灭11起 2起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记者 及庆玲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以建
设农村“两个带头人”队伍为载体，以增
强农村党支部组织力、培育壮大致富产
业、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探索了
一条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子。

打造过硬带头人队伍
选好一个带头人，就能带好一个班

子，建好一个村。武川县将村党组织带
头人选拔、培育和管理作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的重中之重，采取从优秀返乡人
员中“请”、从现任村干部中“挑”、从致富
带头人中“育”、从复员退伍军人中“选”、
从机关干部中“派”、从大学毕业生中

“考”等形式，不拘一格选好带头人。
针对部分村党组织后继乏人等问

题，公开选派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19
人，全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
37.3岁。通过多种渠道选任，村党组织
书记整体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党组织带头人选出来后，如何进一
步提升工作能力、激发工作干劲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武川县研究提出了《武
川县村“两委”班子和村干部绩效考核管
理办法》，探索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乡镇
党委每年对村“两委”工作情况进行量化
打分，对连续五年被考核为“优秀”等次
的村“两委”班子，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村干部当年被考核为“优秀”等次的，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且
年增量在10%以上的，按照本人年报酬
的10%给予奖励，有效地增强了村“两
委”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办事“腰
杆硬了”，更有条件为群众服务了。

发挥致富带头人作用
致富带头人是农村的能人，在发展

农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结
合县域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武川
县建立了村党组织书记和农村致富带

头人信息库，实行星级动态管理，对评
上星级的致富带头人根据评级情况在
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上予以倾斜。

致富带头人队伍建立后，如何在村
党组织领导下，使之成为带领群众致富
的主力军，是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的
关键之举。武川县探索建立“两个带头
人”转化提升机制，实行梯次培养，坚持
政治标准，择优从致富带头人中培养确
定入党积极分子，逐步把致富带头人培
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带头人培养成村
级后备力量，特别优秀的党员安排到村
级组织承担工作或上挂到乡镇机关培
养锻炼，在村级换届选举时推选到村

“两委”岗位上任职。
目前，全县322名农村致富带头人

中，有党员 111 名、村党组织书记 36
名，192人被纳入村级后备干部管理、
96人进入了村“两委”班子，为明年村

“两委”换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吸引大学生返乡就业
为解决村干部选拔难、后继乏人的

问题，武川县委、政府从农村贫困家庭、
低保家庭、残疾家庭和普通农户家庭中
分三批选聘93名大学生到村任职，待
遇实行定额基础工资与分类绩效工资
制度。

通过实施公开选聘村“两委”工作
人员，不仅解决了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
的就业问题，实现了“一人就业 全家脱
贫”的目标，拓宽了人才回流途径，增强
了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同时，也便于
其照顾父母，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温暖。

目前，全县387名村后备干部中，
40岁以下的有172人，大专及以上学历
的248人，村后备干部的整体素质得到
有效提升。

如今，武川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乡村全
面振兴为目标，支部强、乡村美、村民
富、百姓乐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支部强 乡村富 民心“暖”

本报阿拉善7月13日电 （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邰芳）7月10日，自
治区“草原学习轻骑兵”全国两会精神
宣讲团走进阿拉善盟，以报告会和互
动宣讲的形式为机关干部、社区党员
宣讲全国两会精神，让全国两会精神
在阿拉善大地落地生根，深入干部群
众心中。

当天上午，在阿左旗会议中心，来
自阿左旗180余名各级党员干部齐聚
一堂，共同聆听自治区“草原学习轻骑
兵”宣讲小分队成员，内蒙古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
教授陈智所作的宣讲。陈智以《坚持人
民至上，书写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新篇
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
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为题目，从全国
两会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新时代内蒙古发
展三个方面，对全国两会及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行了精彩宣讲解读。授课内容政治
站位高，讲解形象生动，对党员干部深
刻理解、准确把握全国两会精神实质
和思想内涵，推动工作落实具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宣讲过程中，党员干部全
神贯注，不时用笔记录重点。

“听了宣讲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
掌握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两会精神
的要义。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不断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真正做到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阿左旗吉兰泰镇党委书记张军生说。

当天下午，陈智和全国人大代表，
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阿左旗旗委副
书记、旗长戈明一起来到阿左旗额鲁
特街道安达社区，与社区党员进行互
动式宣讲，并同社区党员热情交流互
动。

备受鼓舞的阿左旗额鲁特街道人
大工委主任袁华年说：“通过聆听宣讲

报告，使我更加深入理解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关于人民至上、脱
贫攻坚、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讲话精神，让我们对未来的发
展更加有信心了。”

本报乌兰察布7月13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7月12日，自治
区“草原学习轻骑兵”全国两会精神宣
讲团深入乌兰察布市机关单位、社区、
嘎查村进行宣讲，把全国两会精神传
达到各地干部群众中间，使他们读懂、
领会全国两会精神。

上午，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内蒙古
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孙杰
带领自治区“草原学习轻骑兵”全国两
会精神宣讲团来到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卓资山镇六苏木村田间地头进行互动
式宣讲。孙杰教授走到村民中间，与他
们拉家常，用我国抗击疫情、发展历程
等具体案例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国两会
关于民生方面的论述、我国未来发展
的方向和目标，并鼓励乡亲们跟着国

家发展方向努力工作，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次宣讲团来
我们村宣讲，原来我们不明白的政策
通过听讲解都明白了、都懂了，这对我
们发展农业生产很有帮助。”现场听讲
解的六苏木村村民胡二所说。

当天下午，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文化公园影剧会议中心视频会议室，
孙杰教授运用案例、视频、图表等形
式，从两会召开的背景、两会的主要内
容、学习宣传贯彻两会精神的基本要
求等几个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和
解读。报告主题突出、内容丰富、用词
严谨，对当地党员干部们深刻领会全
国两会精神将起到重要作用。现场听
报告的卓资县十八台镇党委书记苏福
亮说：“听完全国两会精神的宣讲受益
匪浅，我们对全国两会精神有了更准
确、更全面的理解，下一步我们要派出
宣讲员深入田间地头、到村入户宣讲
全国两会精神，做好‘六保六稳’工作、
打好‘三打攻坚战’，把两会精神落到
实处。”

“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团
深入阿拉善盟和乌兰察布市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7月12日，航拍中国传统古村落——崔家寨。据了解，鄂尔多斯市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内的崔家寨始建于清代，古寨内的建筑以石头为主，石墙、石窑、油坊等都独具
特色，被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传统古村落，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游览中国传统古村落

■上接第1版
与此同时，该稀土高新区不断健全

和完善以稀土、铝铜、装备制造为主导的
工业体系，发挥9家院士工作站、3家国
家级、54家自治区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作用，重塑3大主导产业发展新业态，通
过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健全创新市场
导向机制、推动科技与金融结合，奋力在
产业链重构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

稀土产业计划实施总投资81.13亿
元的稀土重点项目26个，大力发展稀土
高端材料，加快推进国家级稀土功能材
料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中科院稀土钢、上
海交大2000兆帕级稀土特钢规模化量
产。铝铜产业实施总投资126.75亿元
的重点项目6个，加快推动高纯氧化铝、
高精度涂层铝板材、电子及家电铝箔等
高附加值铝产品项目建设，积极推动震
雄铜业、华鼎铜业开发新产品。装备制
造产业实施总投资19.2亿元的重点项目

12个，加快北方股份智能无人驾驶矿用
车、中科智能机器人伺服电机、北方稀土
医疗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现代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为有效促进企业全速恢复生产能
力，该稀土高新区相关部门深入辖区
130余家企业走访调研，结合园区分类
和产业特点，统筹制定分类分批复工复
产方案，帮助企业落实好用工、用电等各
类要素保障，协调落实相关帮扶政策，统
筹解决园区内企业人员返岗、生产物资
运输等问题。加大工业企业信贷支持力
度，夯实“助保金贷款”业务，对疫情期间
出现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不断贷，确保
企业流动资金充足。帮助重点企业争取
上级资金，目前已组织申报48个项目。

如今，产业链各个环节互相配合、循环
畅通，展现出稀土高新区经济发展巨大的
韧性和实力，也积蓄了更强劲的动力和势
能，蓄力满满的“高新制造”正在逆风起航。

稀土高新区：“三链融合”助推经济转型

本报7月13日讯 （记者 杨婷）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文明办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全区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以
下简称 《通知》 )，定于从 2020年 7
月起，广泛动员引导更多志愿服务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和社区治理服
务。

《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文明
办要主动对接扶贫办等相关部门和群
团组织，动员引导当地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队）、公益慈善组织、社工服
务机构和广大志愿者，结合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创建工作，完成挂
点包联志愿服务任务，有计划有组织
的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及社区治理
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
脱贫攻坚和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形成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在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方
面，一是围绕贫困群体开展防止返贫
致贫志愿服务活动。二是围绕群众健
康开展医疗卫生志愿服务。三是围绕
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志愿服务。四
是围绕学校教育开展支教助学志愿服

务。五是围绕人居环境开展环境保护
志愿服务。六是围绕群众文化生活开
展文化志愿服务。

在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方面，
一是开展尊老敬老、照料护理、心理慰
籍、扶贫济困、助残帮扶、邻里互助、便
民助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二是开展关
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儿童福利
政策宣传、助学助教、安全教育、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等志愿服务活动。三是
开展卫生健康、传染病防控、疾病预防
知识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四是开展
法律法规宣传、法律援助、戒毒矫治，
化解社区信访矛盾、调解社区邻里纠
纷等志愿服务活动。五是开展文艺演
出、舞蹈教学、体育活动、书画辅导等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志愿服务
活动。六是组织动员各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
参与社区建设、环境治理、环保宣传、
科普宣传、应急救援、妇女权益保障等
志愿服务活动；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帮
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解决生活困难；
鼓励团员青年和高校学生开展形式多
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我区开展全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2020年7月13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 疑似病例1例
7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截至7月13日7时，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疑似病
例1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7月12日7时至7月13日7时，内蒙古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4例（由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7月13日，话剧《红手印》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上演，“草原文艺为民演出
季”的演出正式开启。接下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13个不同类型的文艺演出将
在音乐厅、乌兰恰特、乌力格尔艺术宫三地持续演出 2个月。此次演出季共计 30
场本土精品剧目，内容涵盖话剧、交响乐、民族歌舞等多种艺术门类，以满足群众
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草原文艺为民演出季”开演

本报赤峰 7 月 13 日电 （记者
王塔娜）7月13日，内蒙古科技出版社

“蓝色草原·听书平台”正式上线运营
发布会在赤峰市福兴东方精品酒店举
行。

“蓝色草原・听书平台”是内蒙古
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蒙古语大型APP听
书平台。平台开设有文学、儿童、科
普、历史、胡仁乌力格尔、格萨（斯）尔、
江格尔、好来宝、祝词颂词、传统文化

等主要栏目，已上线有声资源约有8万
分钟。平台将始终坚持“讲好中国故
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以

“搭建音频平台，传播文化精粹”为宗
旨，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守好意识形态
阵地，力争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蒙古
文听书APP。该平台将提供优质丰富
的内容资源，满足广大蒙古语受众精神
文化生活新需要，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和中华文化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

“蓝色草原·听书平台”
正式上线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