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评论员

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是激发劳动
创造力的必由之路。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
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质要求，强调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谋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最重要最
基础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劳动者权
益。从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健全劳动关
系协调机制、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再
到将就业列为“六稳”工作、“六保”任务之
首，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维护和发展了劳动
者各方面利益，捍卫了劳动者尊严，也让勤
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实践充分证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
劳动、全面发展，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就一定能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
造潜能，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继续拼
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

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我们尤须解
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
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
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解决
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
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不
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要把稳就业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构建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
件，使广大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
更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要适应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
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
到困难群众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坚持从群众多样化
需求出发开展工作，打通服务群众的新途径，使服务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服务群众实效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影响人心、赢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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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鄂尔多斯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对辖区慢性病签约家庭进行入户随访。服务团队主要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结
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贫困慢病患者开展健康指导服务，一年有4次面对面随访，
并为脑血管病、冠心病、慢阻肺、重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
等6类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指导。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健康指导送到家

□本报记者 韩雪茹

这里有农业新技术、新业态
的呈现，是“三农三牧”成就的集
中展示；

这里有从田野到餐桌的新体
验，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这里有商品和服务的交易，
也有文化和理念的交流，为农牧
业农村牧区发展增添活力……

11月27日，第十八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在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农交会吸引了我区
195家农牧业企业参展，近千种
绿色农畜产品精彩亮相，全方位
展示我区绿色农畜产品和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

绿色打底，特色加码。在内
蒙古市场化品牌展区，呼和浩特
市乳产品、锡林郭勒盟羊肉、兴安

盟大米、呼伦贝尔市黑木耳、通辽
市牛肉和奈曼甘薯、赤峰市小米、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天赋河套系
列、乌海市葡萄酒、阿拉善骆驼产
品、包头市土默特羊肉系列产品、
鄂尔多斯市特色小杂粮等农畜产
品展示让人应接不暇。展区突出
展示了优势产区的特色产品和有
代表性的区域公用品牌，品类更集
中，品质更优良，产品更具特色。

展区内，羊肉展台被一群人团
团围住，大家纷纷拿过工作人员递
来的筷子试吃草原戈壁短尾羊的羊
肉。“很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羊肉味
儿了，离着老远就香味扑鼻。”77岁
的应文俊老人一边试吃一边说。

“锅盖一掀起来太香了，以前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做羊肉的方
法，我们离大草原太远了，能吃到
这么地道的草原羊肉真好。”顺着
香味儿找来的还有重庆市民李女

士，她在临走前关注了羊肉品牌
的店铺，准备从网络平台购买正
宗草原羊肉。

据内蒙古草原戈壁短尾羊公
司工作人员姚旖旎介绍，内蒙古
草原戈壁短尾羊是从苏尼特羊
（亦称戈壁蒙古羊）本品种中选育
产生的短尾品种。戈壁短尾羊在
既不破坏蒙古羊原有的特性和遗
传结构的同时，又保留了苏尼特
羊肉汁多鲜美等特点。2020年，
戈壁短尾羊入选《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品种名录》，位列绵羊培育品
种配套系第三十号。为了配合当
地人的口味，工作人员还在重庆
当地买了调料，草原羊肉和重庆
的麻辣味道组合起来，十分美味，
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前来咨询。

本届展会的一大特点是设置
了产业扶贫展区。进入内蒙古产
业扶贫展厅，一组组图文、一个个

视频、一件件实物，集中展现了我
区产业扶贫的政策措施、主导产
业、联结模式、服务指导等工作，
呈现了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脱贫的
实效。此外，展区还汇集了众多
的扶贫农畜产品进行展示展销。

推着婴儿车的张茜驻足在内
蒙古产业扶贫展厅前，她被展位
的燕麦所吸引。“早就听说内蒙古
的燕麦营养好，这次特意来看
看。”谈到对内蒙古的印象时，张
茜眼里流露出一丝向往：“内蒙古
的产品都很有特色，而且无污染、
品质好，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
多更好的绿色产品。”

在人居环境展区，以实物、模
型、图片和视频等形式集中展示了
我区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农村牧区人
居环境治理成果和相关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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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出“蒙字号” 展示“绿能量”
——我区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侧记

身边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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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自美 相得益彰
——东盟国家政商界人士
看好中国—东盟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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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 11月 29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连日来，在兴安盟科
右前旗恒佳果业有限公司门前，前来
送果的农用车辆川流不息，果农们脸
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科右前旗恒佳果
业有限公司是兴安盟最大的一家集果
品加工、保鲜、销售为一体的林果产品
经营企业，企业年生产加工鲜果能力
600万斤，年果品保鲜能力800万斤，
成为有效缓解当地果农售果难、增收
难的大企业。

近年来，兴安盟高度重视林业产
业化工作，按照“扩基地、扶龙头、兴科
技、创品牌、促扶贫”的发展思路和“企
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引
导发展林果产业，走出了一条林业可
持续经营的转型发展之路。

扩基地。自2018年组织实施《兴
安盟实施林果业产能递增3年行动计
划指导意见》以来，林果基地面积连年
递增，到2020年，全盟新增林果栽植
面积20万亩以上，全盟以沙果、123小
苹果为主的果树经济林面积达60余
万亩，其中盛果期面积25万余亩，年
鲜果产量 7亿斤，年产值 5亿元人民
币。已建设保鲜库6.27万平方米，年
储藏鲜果能力达到4000余万斤，缓解
了鲜果集中上市的压力。

扶龙头。围绕构建特色产业布
局，该盟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出
台了《兴安盟林果补贴办法》，推出了
多项政策举措，林业产业化项目和林
权制度改革资金向林果加工企业、林
果合作社倾斜，已有4家林果加工企

业、13家林果合作社得到资金扶持；内
蒙古森艺园林有限公司入选国家金融
支持建行林业投资基金重点项目库；
培育和发展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1
家、自治区林级林业龙头企业3家；有
15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以上林业专业
示范合作社。

兴科技。为强化科技在林果产业
中的支撑保障作用，兴安盟把技术培
训作为林果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
容，近3年共举办林果技术培训班30
余次，培训果农3000余人次，发放技
术资料5000余份，帮助果农解决遇到
各类技术难题，培育了一批当地“土专
家”和有能力、懂经营、观念新的林果人
才，切实发挥了他们在林果产业发展中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引进果树新品种

7个，一批规模大、效益高、品牌硬的特
色果品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已见雏形。

创品牌。形成了以“怡语、靓怡、
真好喝、恒佳、蒙果、日加满、北国传
奇、可为”等为特色的优质林果品牌体
系。内蒙古宝润红酒有限公司“怡语、
靓怡”品牌葡萄酒先后获得环球美味
中国葡萄酒市场最受欢迎奖、中国葡萄
酒市场生肖金鸡奖单品种金奖和亚洲
葡萄酒质量大赛的金奖，在第三届中国
葡萄酒行业评比中被评选为“潜力酒
庄”；兴安盟可为食品有限公司“可为”
商标被评为内蒙古著名商标；科右前旗
金口味食品有限公司的“真好喝”品牌
系列产品，在第二十四届内蒙古农业博
览会上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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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多措并举促林果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许晓岚 王连英

落日的余晖，洒在科尔沁广袤的
草原上。十几头吃饱喝足的西门塔尔
牛慵懒地卧在草地上。看着这些膘肥
体壮而又悠闲的牛儿，兴安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吐列毛都镇新艾里嘎查党支
部书记王柱心情灿烂。

这些牛是王柱带动村里脱贫致富
的宝贝，而能把牛养到小有规模，他是
有后盾的。“以前我想改良肉牛品种，
因为缺资金干不成事。可他们来了，
不到10天的功夫，就为我发放了利息
比较低的20万元贷款，买了这些西门
塔尔牛。”

王柱口中的“他们”，是农行内蒙
古分行脱贫攻坚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
的工作人员。他养牛成功的后盾是农

行内蒙古分行创新开展的“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专项行
动。

直击痛点，431 亿元贷款覆盖
100%乡镇

说起“千乡千队、万村百亿”专项
行动，农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张春林很
是自豪，这是农行内蒙古分行推动金
融服务“三农三牧”的一个大手笔。

“农业银行的初心与使命是服务
‘三农三牧’。”自2017年到内蒙古任
职后，张春林多次深入赤峰市、兴安盟
等地的贫困旗县进行深度调研。通过
走村入户、沟通座谈，他发现各地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基层金融服务不足及
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

“农业银行在乡镇网点少，老百姓
的需求又那么迫切，能不能推出一种
全新的服务组织模式和金融科技手

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张春林针对
解决问题的途径开始深入思考。

凡事预则立。2019年 5月，农行
内蒙古分行大刀阔斧直击金融服务痛
点，迅速出手补齐自治区乡镇以下地
区金融服务延伸不到位、业务模式创
新不够、信贷投放不足等金融服务短
板，启动了“千乡千队、万村百亿”金融
支持脱贫攻坚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针对性很强：农行内蒙
古分行将向全区近千个乡镇派驻近千
支“农行支持脱贫攻坚流动服务党员
先锋队”，将农行金融服务延伸到全区
上万个行政村。围绕农村牧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普通农牧户、种养大户、专
业合作社、农牧业产业化和扶贫龙头
企业五大主体，以最优惠的利率每年
为每个乡镇平均新增贷款1000万元
以上，每年合计新增贷款100亿元以

上。
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份子地

村的刘老汉今年53岁。2017年，因妻
子突发疾病，他们一家成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刘老汉是个勤快人，想靠搞
养殖脱贫，却没有资金。2019年5月，
农行敖汉旗支行支持脱贫攻坚流动服
务党员先锋队听说他家的情况后，主
动上门开展帮扶。经过调查，刘老汉
符合贷款发放条件，敖汉旗支行便立
即给他办理了5万元的惠农贷款。

“用这些钱，我买了2头牛，加上
政府补贴购置的3头，家里就有了5头
牛，剩下的钱买了牛饲料。看看我这
几头牛养得多好，买牛的商贩们说一
头牛能给1万多，我不卖，等它下牛犊
子。”刘老汉很开心：“我家的日子现在
越来越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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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乡千队 万村百亿”
——农行内蒙古分行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11月29日讯 （记
者 刘晓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内蒙古自治区杰出的民族和妇
女干部，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原副书记，中共内蒙古自
治区顾问委员会原常委，自治区
卫生厅党组原书记、厅长，自治

区红十字会原会长，享受自治区
政府主席级医疗待遇的离休干
部云曙碧同志，于2020年11月
21日逝世，享年97岁。11月29
日上午，云曙碧同志遗体告别仪
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云曙碧同志病重期间和逝
世后，中央和自治区有关领导以
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石
泰峰、布小林、李秀领、林少春、
王莉霞、刘奇凡、白玉刚、孟凡
利、杨伟东、张韶春、段志强、张
恩惠等领导同志前往呼和浩特
市殡仪馆为云曙碧同志送别或
以其他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云曙碧同志1923年5月出
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1939
年7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至1951年，先后任赤峰
自治学院教员、指导员，内蒙古
党委秘书科科长，内蒙古军政大

学二院政治部组织科长，锡林郭
勒盟盟委组织部干部，北京蒙藏
学校教导主任等职务。1951年
8月至1980年，先后任哲里木盟
妇联主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
员，内蒙古党校联共党史教研室
副主任，哲里木盟干部学校校
长，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副部
长、部长，盟委副书记、副盟长。
1980年5月任自治区卫生厅党
组书记、厅长。1986年2月任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1987年起，任自治区红十字会
会长。云曙碧同志是第三届、第
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第
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代表。

云曙碧同志亲属、生前友好
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和哀
悼。

云曙碧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呼举行

云曙碧同志遗像

□本报记者 苏永生

11月 25日，刚从北京接受全国劳
动模范表彰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
街街道三顺店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一芝
就回到工作岗位。在社区里，还有一大
堆事情等着她来安排：入户进行第七次
人口普查、与共建单位联合开展党日活
动、安排社区的其他日常工作……

今年51岁的李一芝在社区工作已
经27年。从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
李一芝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全心全
意为社区居民服务，赢得了社区居民的
信任和支持。

李一芝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在自治区首家居委会主任直选
中被1300多户居民一致推选为社区居
委会主任，2004年到新组建成立的三
顺店社区主持工作，从最初的普通工作
人员到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一芝用实干
与执著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

“我刚来三顺店社区时，社区所属的
8个小区有7个没有物业，居民的意见非
常大。我们从成立业主委员会做起，同
时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结合老旧小

区改造和创建卫生城市实践开展工作，
让社区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李一芝说。

给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是
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特别是社区负责
人作为主心骨，更是要带头做好。只有
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才能拉近彼此间
的距离，凝聚人心、共建和谐。李一芝
说出了工作感受。

三顺店社区辖区景观小区暖气不
热、下水不通，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李
一芝顶着地沟里的恶臭、踏着泥泞的污

水，与水暖工一起多次下地沟维修。
她奔走数月争取老旧小区节能改造

项目，为8个小区、25栋楼的外墙全部加
装了保温层，让446户居民告别了“寒冬”。

2017年首府环境卫生改造，李一芝
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从正月初八开始挨家
挨户给居民做工作并进行楼道清理，有
的居民对自己堆积在楼道里的杂物不主
动清理，甚至有人还从楼上向楼下正在
清理杂物的社区工作人员泼冷水。

“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好委屈，为
什么我们的工作得不到居民的理解？但
是我没有抱怨，我劝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家
洗洗头换换衣服继续工作。”李一芝说。

■下转第2版

李一芝：27年辛勤奉献打造团结和谐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