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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自治区少年儿童合唱基
地揭牌暨伊金霍洛旗教体系统“天
骄·神韵”合唱团名师工作室启动仪
式在该旗影剧院举行。该合唱基地
是自治区建立的首个少年儿童合唱
基地，下一步，将在该旗各小学通过
考核的方式选拔60到80名学生组成
少年儿童合唱团，打造自治区一流的
少年儿童合唱团。“天骄·神韵”合唱团
于2017年组建，由该旗各中小学、幼
儿园的80名音乐教师组成。2019年
7月至10月，合唱团荣获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3个冠军奖牌。

（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

●为切实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突泉县根据各乡镇、村屯实际，深
入挖掘资源优势，加大项目资金扶持
力度，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构建“一村
一品”的产业格局。目前，该县共有
紫皮蒜、中草药、果树育苗等10余种
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带动全县9万
余人增收致富。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

●日前，科右前旗“互联网+不动
产登记”系统全面上线。系统设置微
信、电脑版双申请平台，覆盖除查封
登记外全部登记类型，以“网上申请、
网上反馈、内网审核、现场核验、一次
办结”的流程进行服务，办理业务时
只需在不动产服务大厅现场核验，30
分钟内可办结出证。为方便群众和
企业就近申请登记，结合乌兰浩特市
与科右前旗交叉工作和居住的实际
情况，不动产登记中心延伸服务、窗
口前移，在乌兰浩特市城区委托两家
代理机构办理业务。

（科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陈潇
李阳）

●近日，内蒙古蒙霖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向四子王旗忽鸡图乡鸡登村
捐赠30吨柠条饲料。鸡登村是四子
王旗整村推进良种肉羊养殖项目村，
此次捐助将对该旗农牧业产业结构
优化、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
兴起到积极的作用。

（朱岚）

●巴林左旗针对政务服务大厅进
驻单位多、业务服务多样性等特点，积
极探索党建引领业务工作新模式，今
年7月成立了政务服务党工委。党工
委在“放管服”改革上持续发力，共梳
理问题3项，先后制定14套党建工作
规章制度，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真正
做到“群众放心满意、服务热情高效”。

（刘馨旭）

●为激发职工的创新热情，察右
中旗供电分局近日成立了创新工作
室，工作室人员由劳模与年轻职工组
成，主要目标是通过师带徒、技术培
训等形式，带动广大职工提升专业技
能素质水平，培养企业发展所急需的
各方面人才。

（杨利斌 赵国栋）

●四子王旗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大
队认真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理
念，今年创新推出“4+”工作法：即8小时+
8小时外+双休日+节假日+预约服务，方
便群众办证，让群众只跑一次。

（君文 乌云高娃 赵斌）

●五原县今年投资 2400 多万
元，重点对4个老旧小区居民反应强
烈的停车位、照明、监控设施不足及
道路破损等问题进行集中改造提升，
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 70%，计划
11月中旬全部完工，3100名居民将
从中受益。

（五原县融媒体中心 梁媛）

●兴和县张皋村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产业布局，通过补贴养殖业和采取种
植杂粮杂豆的措施，帮助贫困群众发展
产业增加收入，实现全村整体脱贫摘
帽。截至目前，张皋村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共安排公益岗位86个，补贴购牛26
头、羊193只，种植杂粮杂豆840.2亩。
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到45万元。

（ 兴和县融媒体中心）

●为营造全社会爱鸟护鸟和积极
参与草原防火工作的良好氛围，近日，
满洲里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联合该
市司法局开展了“保护迁徙候鸟 严防
草原失火”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普及草
原防火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活动中
共发放宣传单、宣传册等200余份。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

凉城县
岱海电厂余热为居民供暖

本报乌兰察布11月10日电 今
年采暖季，凉城县鸿茅镇城区270万
平米的住宅及办公场所用上了来自
岱海电厂的余热。

岱海电厂余热供热工程总投资
34224.55万元，铺设供热管网总长度
34.693公里，设计总供热面积为700
万平方米。工程分2期实施，一期工
程铺设供热管网17.4公里，二期工程
铺设供热管网共17.3公里，一期工程
于2020年 8月开工建设。项目的实
施不仅充分发挥了电力供应综合效
益的优势，解决了凉城县集中供热热
源不足的问题，还有效改善了岱海周
边大气环境，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促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
作用。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牙克石市
凤凰山景区全面对外开放

本报呼伦贝尔 11 月 10 日电
（融媒体记者 刘玉荣）冬未至，雪先
到。日前开幕的2020第十七届呼伦
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开雪节，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宾朋。

此次开雪节，将冰雪与研学、文
化、体育、娱乐、旅游深度融合，让
人们体验林都牙克石冰雪文化、冰
雪运动的独特魅力。牙克石市地处
大兴安岭中脊中段，积雪期长达
200 多天，现拥有国际标准越野滑
雪（滑轮）场、射击靶场、2座高山滑
雪场、8条雪道，近年来已成功举办
国际国内大型赛事 30余次，先后被
评为“避暑旅游样本城市”“中国冰
雪旅游投资潜力区”“2020 冰雪旅
游十强县（区）““区域特色冬季旅
游目的地”“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2018 年获评“中国冰雪之都”地理
标识”。据悉，自开雪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凤凰山景区全面对
外开放。

满洲里海关
查扣2万余双侵权鞋

本报满洲里 11 月 10 日电 近
日，满洲里车站海关查验关员在对两
票申报品名为“休闲鞋”的货物实施
查 验 时 ，发 现 商 品 所 印 标 识

“COEC”同已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
产权保护的“ECCO”鞋履标识类
似，存在重大侵权嫌疑。经与知识
产权权利人联系，确认涉嫌侵权，并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据了解，两票货物申报数量共计
22320双，货值合计超过50万元，为
今年以来该海关第二次查获侵犯

“ECCO”商标权案件。目前，该海关
已依法对上述侵权货物实施扣留。
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严厉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行为，对已查获案件加强研
究总结，形成风险目录，提升查验针
对性。到目前，该海关已查获8起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

克什克腾旗纪委监委
强化监督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本报赤峰11月10日电 今年以
来，克什克腾旗纪委监委立足职责
定位，着力向影响市场主体健康发
展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亮剑”，推动
惠企政策依纪依法落实，使全旗营
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进一步
释放。

该旗纪委监委在拓宽监督举报
渠道、深入明察暗访的同时，深入实
施专项整治行动，采取每月一轮次监
督的方式，对辖区、驻在单位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全面监督执纪问责。针
对三轮监督中发现的12个问题，旗纪
委监委督促有关地区部门单位落实
主体责任，以问题整改推进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同时，9名班子成员直
接联系旗内10家企业，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和发展中存在的痛点、难
点、堵点，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目
前，全旗已形成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监
督领导小组抓总、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调度协调、各派驻机构和苏木
镇（街道）纪（工）委分兵把口同步监
督的良好局面。

（宝山 苏妮尔）

本报巴彦淖尔 11 月 10 日电
（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临河区融
媒体中心 吕春云）秋收时节，河套
金色田野上机声隆隆，大型玉米收
割机、自动葫芦采收机、自动向日
葵采收机等农机具大显身手，助力
农民将各种农作物果实颗粒归仓。

“我们家自有耕地57亩，2018
年又转包了100来亩。现在播种、
打药、收割、翻地这些农活儿大多
用机器，省时省力还效率高，就算
种160亩地也很轻松，收入还比过
去增加了近3倍。”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新华镇和平村三组村民庄小娃
说。

庄小娃一家 6口人，主要从事

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 3个。2000
年以前，他家种五六十亩地，每天
起早贪黑地干，一年下来也挣不了
多少钱。2000年以后，四轮车、精
准点播机等动力机械逐步替代手
工工具和畜力农具，成为农民种地
的好帮手。今年，他家的160亩地
主要种植了玉米、打籽葫芦、葵花
和蜜瓜，除蜜瓜采摘和葵花收割以
外，基本都用机械，亩均纯收入达
到1200元以上。

“面朝黄土背朝天”，说的就是
农民种地的艰辛。过去种地大多
靠人力和畜力，农民从种到收、从
春到秋忙个不停。如今，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

提高，农民种地越来越轻松，也有
精力经营更多的土地。

庄小娃介绍说，他家现有新旧
四轮车4台、精准点播机1台，还购
置了一些用于铺膜、打药的小型农
机具，明年准备买1台大型玉米收
割机，再多包点地，进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

农 业 机 械 是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有力助手。临河区从 2004 年
开始精心组织实施中央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至 2019 年累计落
实 国 家 农 机 购 置 补 贴 资 金
2.5442 亿元，受益农户及农业经
营组织 32983 户，补贴各类农牧
业机械 38506 台（套），直接带动

农户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入
购机资金近 11 亿元，有力推动
和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变、小 户 分 散 经 营 向 大 户 集 中
规模经营转变。

临河区农牧局副局长朱世华
介绍，截至2019年底，临河区拥有
农牧业机械总动力84.358万千瓦，
各类拖拉机保有量38402台，其中
大中型拖拉机23546台、小型拖拉
机14856台，联合收割机485台，各
类配套农机具63651台。目前，全
区主要农作物的综合机械化作业
水平达到 86.5%以上，其中机耕率
100%、机播率 95%以上、机收率
68%以上。

农业机械化让临河农民轻松种田

本报呼和浩特 11 月 10 日讯
（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两轮200
件‘微腐败’线索全部限期办结，共组
织处理18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2
人，移送司法机关10人……”自今年
开展“微腐败”大清扫行动以来，土左
旗纪委监委采取台账式管理问题线
索、蹲点式督导审查调查、跟踪式压
实主体责任等措施，加快线索处置，
注重公开反馈，推动案结事了。

“我们对‘微腐败’问题线索建
立了专门台账，由旗委、人大、政府、
政协领导包案督办，进一步加强对
审查调查中遇到问题的协调解决力
度，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如征地拆迁、
土地确权等案结事未了的疑难杂
症。”土左旗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

室主任乌恩齐介绍。
据了解，在“微腐败”大清扫行动

中，土左旗纪委监委主要领导亲自调
度核查进度，过问核查结果反馈，督
促6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主动下沉一
线、化解群众矛盾。旗纪委常委、监
委委员带队、靠前指挥，坚持质量与
效率并重、结案与息诉同步，对37件
重复问题线索进行复查复核，严把审
查调查质量关，确保“微腐败”问题线
索查深查细。近140名旗镇两级纪
检监察干部包联296个村，既查问题
也解决矛盾，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
题，实现信访问题一线解决。

为确保“微腐败”大清扫行动如
期完成，土左旗纪委监委统筹机关、
派驻、乡镇纪委、巡察力量，组建起

35支“突击队”，通过“一老带一青”
“一强辅一弱”，人人领任务、个个扛
责任，对“微腐败”线索发起歼灭
战。同时，旗纪委监委注重加强横
向联动配合，从相关职能部门抽调
多名专业人员，并入各纪检监察室，
共同参与“微腐败”大清扫行动，发
挥了部门联动、协同作战的优势，有
效加快了案件清零的效率。

在着力统筹联动、合力攻坚基
础上，该旗纪委监委注重及时反馈、
消除疑虑，核查结果及时向举报人、
被反映人反馈。案件办理结果在被
反映人所在党组织公开的同时，也
通过“三务”公开栏同步向群众公
开，以反馈听民声、以公开促整改。

为压实案发单位以案促改主体

责任，该旗纪委监委出台《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措施》《村级小微权力责
任清单》《服务行为规范条例》等制
度，针对暴露出的问题进一步查找
制度、机制方面的漏洞，举一反三、
强化整改，进一步扎紧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的笼子，使重复信访问题
显著减少，基层政治生态逐步向好。

截至目前，针对“微腐败”案件
中反映出的村集体“三资”管理不规
范、议事制度落实不彻底、发展党员
程序不严谨、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该旗纪委监委共发出提醒
函5份、《以案促改通知书》3份、《纪
律检查建议书》30 份、《监察建议
书》9份，相关责任单位已完成问题
整改49个，整改率达到96.6%。

土左旗：“微腐败”线索限期办结动态清零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 胜利
萨如拉 摄影报道

“自从嘎查有了奶制品加工车间和
奶牛基地，我们有了保底工资和分红，打
零工还能增加一份收入。”新巴尔虎右旗
布达图嘎查牧民斯琴格日乐与爱人和平
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已稳定脱贫。

布达图嘎查是蒙古族、汉族、达斡尔
族、满族4个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嘎查，共
有333户607人。由于远离镇区，没有特
别好的水源地，草场面积小，没有集体经
济。2018年，嘎查“两委”申请少数民族
地区补贴和配套项目资金90万元，自筹
部分资金购置设备，利用空地建起奶制
品加工车间和1座有80头奶牛的基地，
发展民族特色食品产业。

“有了集体经济，嘎查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嘎查达毕力格图说。

奶制品加工车间和奶牛基地所有权
归集体，经营权归合作社，收益权归牧
民。目前，嘎查集体经济总投资147万
元，日加工鲜奶1000公斤左右，加工生
产包括奶豆腐 、酸奶干、奶皮子等11种
奶制品，销往海拉尔、满洲里等周边地
区，产品供不应求。2019年，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15万元，今年预计可达到20万
元。

奶制品加工车间奶制品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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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制奶干晾制奶干。。

游客在品尝奶糕游客在品尝奶糕，，对嘎查生产的奶制品赞不绝口对嘎查生产的奶制品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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