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包头11月8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10月26日，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报关员在电脑上登录“中国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选择“两步申报”模块，仅填报
了船名、航次号等9项信息，便完成了2单货
值369万元进口急需机电设备的“概要申报”
业务。10秒钟后包头海关完成系统审核，4
小时后货轮抵达天津口岸，该票报关单顺利
提货放行。这是包头海关推行“两步申报”
改革后的首票业务。

“这个两步申报确实是快，而且省事，很
好用！”报关后，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进口报关员高源海特意给包头海
关综合业务科打来电话说。

“两步申报”是满足国际贸易特点和安
全便利要求所采取的一项重要通关改革措

施。通过更高效便捷和灵活开放的进口货
物“两步申报”模式，进一步将海关监管环节
予以“前推后移”，实现海关对物流的最小化
干预甚至不干预。对企业而言，加快了企业
提货速度，减少了货物在码头的滞留时间，
压缩了进口成本；企业可有更充裕的时间准
备报关资料，减少申报差错。

“过去企业在申报进口时，需要一次性
完成105个项目的申报，待所有信息通过海
关验证后才能放行提货。”包头海关综合业
务科副科长耿季军介绍，在“两步申报”模式
下，企业无需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信息及单
证，最少仅需填报9个项目，企业自运输工具
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按照报关单填制规
范完成第二步的“完整申报”，办理缴纳税款
等手续，同时叠加货物运抵港口前提前申报

模式，企业通关环节的获得感将更强。
“改革后，公司在获得提单以及船名、航

次号等相关信息和单证后可以先概要申报，
货物到港后如果没有查验，就可以提货，之
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完整申报就行了，通
关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高源海说。

为将海关改革红利和制度创新优势及
时推广，包头海关成立“两步申报”工作组，
确定推广企业及商品种类，集中研讨细化

“两步申报”推进工作方案，通过业务培训、
关企座谈会、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做好政策
解读和咨询服务。此外，大幅精简进出口环
节监管证件，企业的报关、签证、放行等操作
均可以通过信息化、电子化的形式完成，并
通过集团财务担保、汇总征税等改革举措降
低企业通关成本。

包头海关成功办理首单包头海关成功办理首单““两步申报两步申报””业务业务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太仆寺旗是锡林郭勒盟人口最多的旗
县。2019年底统计数据显示，该旗60岁以上
老年人数达47272人，养老事业面临的形势
日益严峻。

为积极应对全旗人口老龄化问题，太仆
寺旗于2017年投资3950万元建起太仆寺旗
敬老院，并于2019年7月投入使用。时值暮
秋，记者在太仆寺旗敬老院看到，庭院亮丽，
环境整洁。下午时分，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
或弹琴、看电影，或下棋、健身，人人生活愉
悦，精神充实。

今年96岁的朱景龙老人是敬老院里的寿
星。说起敬老院的生活，老人赞不绝口：“这

里变着法儿的给我们做好吃的，住得更是没
的说，干干净净，还冬暖夏凉。在敬老院我是
年龄最大的，大家都照顾我，让我每一天都过
得很幸福。”

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为让全盟的
老年人享受到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近年来，
锡林郭勒盟从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出发，
大力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创新养老服务形式，
使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得到了
显著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
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养老事业指明了方
向。地处祖国北疆的锡林郭勒盟牧区地广人
稀，牧民居住分散，牧区现有60周岁以上老年

人达3万多人，占牧区人口的15%，占全盟老
年人口的19%，牧区养老需求日益增大。

为此，该盟着力在解决牧区老年人居住
分散、服务半径大、覆盖能力有限等难点上发
力，在全国率先推广了“集中居住、养老育幼、
医疗护理、政府扶持、多元运营”的独具特色
的牧区养老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拓展养老服
务领域、延伸养老服务链条。丰富养老服务
内涵，逐步实现牧区养老全覆盖，为实现“老
有所居、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安”夯实
了基础。

今年73岁的宝音套格陶老人是锡林浩特
市宝力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的牧民，也是

“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的居民。因为老伴儿
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在牧区生活看病就医不
方便，2014年老两口申请入住了“爱祺乐”牧

民养老园区，园区内设有社区卫生服务站，老
伴儿看病方便了，从事牧业生产的孩子们也
放心了。

“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采取“集中居住、
分户生活”的模式，按照自愿、自理、自助原
则，为牧区户籍老年人提供服务。园区内水、
电、路、暖、通讯、广播电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硬化、绿化、亮化、监控一步到位。

“在这里住得舒心，身边有医生，出了门
就有超市，活了一辈子，真是赶上好时代了。”
宝音套格陶老人感动地说。

“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负责人黎光告诉
记者，“爱祺乐”的投入使用，为锡林浩特市以
及周边地区的老人提供了在城市养老的新模
式，并为他们解决了养老、陪读育幼、就医等3
大问题，使老人们尽享时代发展的红利。

破解居住分散、服务半径大、覆盖能力有限等难点

锡林郭勒盟银发族受益牧区养老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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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 11 月 8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近日，兴安盟“人社+旅游产业”公益性
岗位人员上岗签约仪式举行，164名就业困难高
校毕业生、大龄失业人员通过公开的网上报名、
公正的资格审查、公平的面试考察实现签约就
业。

据了解，兴安盟开发“人社+旅游产业”公益
性岗位，兜底援助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同时补充旅游行业人力资源短缺，补齐景区管理
短板，提升旅游行业工作人员知识层次，强化旅
游产业管理和宣传力量。今年，兴安盟人社局在
原有2000余个公益性岗位基础上，多方筹措资
金，计划再开发 2000个岗位，目前已完成 800
个。采取向社会发布公告、网上公开报名、资格
审查、评估考察等程序，确保人岗相适、政策落
地，重点援助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群
体就业，充分发挥“兜底线、救急难”的作用，年末
全盟公益性岗位总量将达到4000个。

兴安盟
“人社+旅游产业”公益性岗位人员
签约上岗

本报乌海 11 月 8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实习生 杨利军）近日，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
公安分局民警通过7个昼夜查找，为该区千里山
镇巴音乌素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赵子清找回遗失
的29只羊，让赵子清夫妇欣喜不已。

10月中旬的一天，赵子清夫妇发现在自家
田边放养的30只羊不见了。赵子清一家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借着精准扶贫好政策，靠养羊养牛
实现了脱贫，这30只羊是他家的一半家当。老
两口心急火燎地赶到千里山派出所报了警。民
警立即分多个警组在辖区范围内查找，但连续熬
了几个通宵，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决定将
这一案件移交刑警大队办理。海勃湾区公安分
局刑警大队五中队民警和辅警围绕羊群失踪地
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发现嫌疑车辆为一辆
银色江淮面包车。随后，民警在巴音乌素村找到
了正准备驾驶银色江淮面包车出村的妇女。经
过做工作，妇女带领民警和报警人到自家的羊
圈，将29只羊归还给了赵子清。目前，这一案件
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乌海市
民警7昼夜帮贫困户找回29只羊

本报呼和浩特11月 8日讯 （记者 皇甫
秀玲 实习生 韩徐龙）近日，远在湖北十堰市
郧西县的小伙段坤给记者打来电话说，特别感谢
呼铁路局K1673次列车乘务员一路精心照顾，让
腿脚受伤的父亲安全乘车到家，病情得到及时救
治。电话中的话语充满真诚。

原来，段坤的父亲段世福在呼和浩特一工地
打工时，不小心被钢筋砸伤4个脚趾，伤及脚腕，
去医院救治手术所需费用远高出自己的承受能
力，且康复还需要时间，便决定回老家治疗养
伤。正在四川打工的儿子段坤听说后，连夜乘火
车赶到呼和浩特，给父亲买了硬卧车票，自己购
了一张硬座票，登上呼市K1673次列车，踏上了
回家的路途。在硬卧中铺的段世福拖着一条受
伤的腿脚行动起来非常困难，查票换票的乘务员
发现后及时作了汇报，经列车长刘淑贞协调，将
段世福从硬卧中铺调到软卧下铺车厢，并安排乘
务员重点照顾这位受伤的特殊旅客，打开水、冲
泡面，搀扶上厕所，整整14个小时的行程，乘务
员像家人一样守在段世福身边。事后，段世福感
慨地说，当晚由于疼痛和焦虑，感觉分秒难熬，然
而在乘务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回家的路也变得
不再那么漫长。

K1673次列车上发生的暖人故事

本报呼和浩特 11月 8日讯 （记
者 郑学良 实习生 王芮）针对燃煤
散烧整治工作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
展中存在开展进度缓慢、燃煤散烧整治
不彻底、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等问题，
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开展5轮督查，累
计召开专题研究会议74次、现场会89
次，指出问题104个，提出整改建议81
条，帮助协调推动解决问题35个，下发
提醒函、督办函27份，约谈43人次，提
出严肃批评教育27人次。

从9月起，该市纪委监委派出4个督
查组采取“四不两直”工作法，重点深入
到市四区135个村和43个小区，通过随
机暗访、查阅资料、实地督导、召开专题
会议、约谈相关负责人等方式，围绕主体
责任落实、工程施工进度、干部工作作
风、问题整改落实4个方面，对市区燃煤
散烧整治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落实情况
开展全面督查。特别是针对虚报进度、
敷衍了事、整改不彻底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监督执纪问责。此
外，还对呼和浩特市委交办的“部分地区
2019年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于今年开标”
的相关问题，迅速成立由分管领导和联
系部门组成的核查组开展全面核查。

“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一头连着人
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
定。为有效解决秋冬季采暖期大气污
染和一些老旧小区配套设施不健全、管
网未完善以及老百姓关心的水、电、气、
路等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聚焦重点岗
位、关键环节，紧盯突出问题，督促推动
市四区燃煤散烧整治和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开展有序、落实到位。”该市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督查组已对赛罕区敕勒川街
道后不塔气、什兰岱等31个村（社区）以
及19个老旧小区开展了实地查看，完善
建立“区级领导——部门——镇街——村
居”包联制度，坚决消除监管“盲区”。

呼和浩特市
精准监督燃煤散烧
和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赤峰11月8日电 （记者 王
塔娜）为助力经济、人文、绿色、开放、和
谐“五个大市”建设，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持续形成“以会议促开发、以会议
促建设、以会议提形象”的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格局，赤峰市日前举办第二届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参会人员先后深入
敖汉旗、松山区、翁牛特旗和巴林左旗，
实地观摩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成果，学习
交流做大做强旅游业的经验做法，以期
推动全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
赤峰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围绕旅游
业“六张王牌”建设主题，由巴林左旗、
翁牛特旗、敖汉旗、松山区4个主打契丹
辽文化体验游、大漠极限运动游、史前
文化研学游和近郊乡村游王牌的地区
承办。围绕“景区景点全面提档”这一
核心，加快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建设，承
办地区将围绕草原风光观光游、契丹辽
文化体验游、大漠风光极限运动游、休
闲度假游、近郊乡村游、史前文化研学
游“六张旅游王牌”建设内容，总投资
91.98亿元，推出了内蒙古史前文化博
物馆、敖汉旗体育公园、大兴隆田园时
光、西拉沐沦古柳田园、七锅山国家地
质公园等14个重点观摩项目；围绕“基
础配套全面完善”这一关键，开工建设
一批旅游综合服务设施。总投资13.19
亿元，建设旅游厕所、旅游公路、游客集
散中心、电力设施、绿化工程等旅游综
合服务设施；围绕“旅游环境全面提升”
的总要求，进一步改善旅游业发展的综
合环境。总投资2400万元，实施重点承
办项目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赤峰市
“六张王牌”
提高旅游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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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实习生 陈东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从乌拉特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三
季度，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进口煤炭
1052.64万吨。其中，9月份进口292.73万吨，环
比增长45.59%，同比增长22.43%。

甘其毛都口岸是我国进出口货运量最大
的公路边境口岸，主要进口蒙古国煤炭和铜精
矿。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口岸外贸整
体下行。后来随着中蒙人员和货物往来“绿色
通道”的开启和海关在验放、查管、检测、征税
等环节的便利化举措落地，促进口岸外贸持续
回暖。其中，8 月 26 日验放出入境货运车辆
3058 辆次，进口货运量 14.91 万吨，创下口岸
开放31年来新高。9月份单月，各项外贸指标
全部“转正”。

甘其毛都口岸甘其毛都口岸
外贸指标回暖外贸指标回暖

□见习记者 薛一群 摄影报道

前不久，通辽市文化惠民演出之“自立自强，
让爱飞翔”残疾人专题文艺晚会在哈萨尔大剧院
上演。

晚会在聋人舞蹈《不忘初心》中拉开序幕，歌
舞、模仿秀、无臂书法、手影口技、器乐联奏等节
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聋人舞蹈演员表演的舞
蹈《千手观音》更是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舞台
上，残疾人演员们曼妙的舞姿、动听的歌声和乐
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感染着现场的观
众，大剧院里一次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观众斯琴说：“我很喜欢两名听障演员带来
的舞蹈《凤凰》，他们听不见任何声音，只靠自己
内心的节奏感，把舞蹈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们的
乐观和专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舞蹈《千手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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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