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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11月 29日电 （记者 胡日
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李雪）近日，在兴安盟
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线下招聘会上，
前来投递简历、咨询岗位情况的求职者络绎
不绝，求职者魏洪承就是其中之一。前些年，
魏洪承一直在外地工作，离家远工资待遇也
不太理想，这次的招聘会上，他向白城铁路分
局投递了报名登记表。“我已经递交了简历，
下一步面试通过就签约上岗。”对于这份新工
作，魏洪承充满期待。

就业稳则收入稳，收入稳则民生安。过
去5年，兴安盟把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大
力实施就业惠民工程，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
道，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惠企政策，“十三五”期
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总量持续增长。

“如今家乡的就业政策越来越好，没想到
还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家乡的就业政
策，不仅给我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就
业机会，还会向企业推荐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这对我们来说太难得了”……在兴安盟各种
招聘会现场，就业的故事不断上演，解决着老
百姓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兴安盟积极拓宽就业空间，加大
与用工量较大城市和企业的合作，将招聘会
常态化，先后组织开展了“春风行动招聘会”

“网络招聘会”“高校毕业生招聘会”“退役军
人招聘会”等大规模线上线下招聘会，为求职
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截至目前，全盟共举
办线上线下招聘会275场，招聘会参展企业达
2220家，参展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6.6万个，
求职4.9万人次，达成就业意向1万余人，及时
解决了企业招工与劳动者的就业难问题。

在兴安盟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张立勇
正在“打工直通车”终端机上查找着就业信
息：“这打工直通车好，企业信息也挺多，找
工作非常方便，不用离乡就能找到合适的岗
位。”据了解，从去年 10 月份至今，已有
8656 人在打工直通车上成功报名匹配，

1500余人真正实现了就业，2755人报名参
加了培训。

“十三五”期间，兴安盟积极搭建线上就
业服务网络平台，除了引进打工直通车，还开
通了“兴安就业”微信公众号，建立人力资源
市场公益平台，为劳动者提供线上就业咨询、
就业指导、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实现
了“手机扫一扫，随时随地找工作”的便捷求
职服务。

近日，在兴安盟“人社+旅游产业”公益性
岗位招聘人员上岗签约仪式上，高校毕业生
白宏钰与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签订了《公
益性岗位劳动合同》，成为兴安盟游客集散中
心的一名旅游讲解员：“毕业后一直在家待
业，恰巧政府提供了这样的就业平台，解决了
我们就业困难的问题，帮我找到了一份合适
满意的工作。”

“开发‘人社+旅游产业’的公益性岗位，
是盟委、行署疫情期间扶持旅游产业发展的

重要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盟疫情过
后旅游产业人才紧缺的问题，补充了全盟旅
游业的人力资源。”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市
场管理科科长徐丹丹说。

“十三五”期间，兴安盟想方设法开辟公
益性岗位、“三支一扶”、社区民生志愿者等就
业岗位，累计招募三支一扶1000人，企业人
才储备1000人，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2000
人，青年见习人员2279人。特别是今年疫情
以来，盟人社部门在原有2000余个公益性岗
位的基础上，增加2000个岗位，年末公益性
岗位总量将达到4000个。多渠道、多途径援
助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大龄失业人员、残
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等重点群体实现就
业，帮助他们获取稳定的收入。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兴安盟城镇每
年新增就业1.5万人左右，累计9.85万人，城
镇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累计4.19万人，高校
毕业生累计实现就业3.12万人。

兴安盟：就业渠道拓宽 百姓端稳“饭碗” 本报巴彦淖尔11月29日电 （记者 韩继
旺）近日，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与顺丰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资源得天独厚，地处北纬
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是国家重要的粮油生
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原奶、葵花子、脱水菜生
产基地和全国第二大番茄种植加工基地，全国地
级市中唯一四季均衡出栏的肉羊养殖加工基地，
特色农畜产品出口额连续11年居自治区首位，
远销五大洲93个国家和地区。顺丰集团是国内
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商，具备为客户提供一
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能力，可提供配送端高
质量物流服务的同时延伸至价值链前端的产、
供、销、配等环节，智能物流运营能力具有网络规
模优势，拥有对全网络强有力管控的经营模式。

此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今年8月
初巴彦淖尔市举行的“百家上市公司走进巴彦淖
尔”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巴彦淖尔市与顺丰的
政企牵手，共同推动巴彦淖尔物流业和现代农牧
业发展，将有效解决巴彦淖尔市优质农畜产品运
输瓶颈，对做好“天赋河套”系列产品物流产业链
建设，提升产业价值有着重大意义。

巴彦淖尔市
联手顺丰建强物流产业链

本报呼和浩特 11月 29日讯 （记者 刘
洋）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公布了2020年度内
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评审结果，呼和浩
特市的启明星宇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田牧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久鼎食
品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入围。截至目前，呼和浩
特市拥有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16家，自
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8家，通过贯标认证企
业89家。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强企
工作力度。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创新知识产权工作机制，按照培育、推荐、认
定、保护和管理相关规定要求，创新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和示范企业培育机制，采取“培育一批、储
备一批、推荐一批”的办法，在全市管理水平高、
知识产权优势明显、产品质量优、市场占有率高、
经济效益好、文化理念新的企业中筛选20家作
为重点培育对象，建起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培育库、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贯标认证企业
重点培育对象储备库，逐步形成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梯队”新常态，培育了一批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能力较强的企业。企业知识产权市场竞争优
势初步形成，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企业运用知识产
权，有效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呼和浩特市
新增3家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本报通辽11月29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
群）日前，通辽消防救援支队首支乌兰牧骑消防
宣传志愿服务队在奈曼旗成立，并举行了服务队
授旗仪式。

乌兰牧骑是活跃在广大农牧区的文艺团队，
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活跃农村牧区文化生活的
重要任务。乌兰牧骑消防宣传志愿服务队将乌
兰牧骑与消防文化融合一起，发挥乌兰牧骑面向
基层、涉及范围广的特点，传播消防常识。全市
各旗县市区同时成立了乌兰牧骑消防宣传志愿
者服务分队，聘请300余名乌兰牧骑队员担任消
防宣传志愿者，他们将火灾防控、逃生自救常识
等内容融入文艺作品中，以文娱的形式普及消防
安全知识，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安全意识。
乌兰牧骑消防宣传志愿服务队已陆续开展进学
校、进企业、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宣传活动，传
播消防法律法规、防火常识等消防知识，推动农
村基层消防事业的发展。

通辽市
有了首支
乌兰牧骑消防宣传志愿服务队

本报包头11月 29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正式批准同意包头市通过“标准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创建验收，从而该市
成为继深圳之后全国第二家通过验收
的城市。

2017 年，包头市在全国地级城
市中率先启动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以来，全市社会各界对标准
化工作重要性的共识进一步达成，企
业标准化意识大幅提高，重点领域标
准体系逐步建立完善，创制发布了一
批自主先进标准，打造了一批在自治
区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明
星产品品牌，完成了铝精深加工、稀
土储氢材料、重型商用车3个产业的
创新链、产业链、标准链“三链融合”
建设，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明
显成效。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组织专家组对包头市开展标准国际
化创新型城市创建工作进行评估后，
最终以总分113.2分的好成绩顺利通
过验收。

包头市
成为全国第二家
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本报乌海11月 29日电 （记者
于海东）进入秋冬季以来，乌海市落

实“五有三严”和“四早”措施，制定严
密的政策体系、配套方案，不断强化疫
情防控工作，对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
开展监测。截至目前，对重点场所开
展冷冻产品、食品外包装、外环境、从
业人员累计进行核酸检测626份，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近日，乌海市、区两级疾控中心
和海勃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对
乌海市新天地市场、金裕市场，以及
部分大型超市、大型酒店的进口冷链
食品和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了核酸检
测。

监管人员通过当地新闻媒体等媒
介，提醒市民对海鲜产品、肉制品等冷
冻冷藏食品储藏和烹饪与其他食品分
开，煮熟后食用，谨防病毒等微生物污
染食品或包装等导致疾病传播。并建
议市民在前往农贸市场、超市等人员
密集场所购物时，佩戴口罩，做好个人
防护。

在海勃湾区疾控中心PCR（核酸
检测）实验室里，专业技术检测人员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样本检测。样本从试
剂准备间到样品制备间再到扩增分析
间，环环相扣，节奏快、效率高。为了
防止污染，3个功能室人员禁止相互
走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运行，该实验
室可实现对该区重点人群应检尽
检。 海勃湾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吕
春华说，海勃湾区疾控中心核酸检
测实验室的建成，填补了该区无核
酸检测实验室的空白，提升了疾控
中心的防控能力。

据了解，乌海市除对重点环节加
强监测外，还健全精准管控机制，严
格发热门诊设置管理，建成发热患者
追踪管理平台，构建闭环联动体系，
做到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之间发热病人无缝对接管理。目前，
医疗卫生机构核酸检测实现了市区
两级覆盖，已经培训合格检测技术人
员66人，培训合格核酸采样人员531
人。

乌海还制定了秋冬季疫情防控物
资保障工作方案，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全部设立应急储备库。全市已确定5
个定点医院，储备8个整建制医疗救
治梯队，三区均设有一所集中隔离观
察场所。

乌海市
闭环联动体系
防控新冠肺炎

本报乌海11月 29日电 （记者 郝飚
实习生 马乐）这几天，乌海市海勃湾区海达
佳苑B区的各栋楼宇已进入外墙及楼道粉刷
阶段，看着小区旧貌换新颜，这里的居民喜上
眉梢。“现在梦想变成了现实，大家心里都特
别高兴。”居民刘鑫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有20
年房龄的老小区，小区各楼的外墙早已变得
脏污不堪，楼道墙面脱落严重，长久以来居民
们都期盼着改造。

在海南区和乌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也在紧张进行中。在海南区世纪小区，在不
影响正常供热的情况下，施工人员正加紧铺
设新的供热管网。

“今年，海南区主要对7个单体楼和世纪
小区实施改造，目前所有改造项目正在有序
推进。”海南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李兴宇介绍

说，海南区明年还将对西卓子山办事处的水
泥厂住宅楼、海天花园、新桥花园实施管网、
节能、技防、安防、路面等改造。

在改造中，海南区加快完善居住区周边
配套设施建设。海南区海电生活园小区改
造提升工程是自治区示范改造项目，在改
造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基础上，还相继在周
边新建了服务、养老、休闲等便民设施，居
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服务。

在乌达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二期
项目——铁路西住宅楼、五化村住宅楼、泰达
小区、地税小区等12个小区及住宅楼的改造
工程也在加紧推进。这个项目于9月初全部
开工，现累计完成投资约1367万元，改造内
容涉及供水、排水、供热、道路硬化、绿化、亮

化等多个方面。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

程，是惠民生扩内需的重大举措。今年，该
市计划改造 38个项目，涉及居民 6777 户，
预计投资 1.89 亿元。截至目前，所有改造
项目已全部开工，其中 7个项目已完工，累
计完成投资 4266 万元。此外，海勃湾区蒙
西建设花园小区、市财政局住宅小区、鑫海
小区等 7个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也陆续开始
施工。

据乌海市住建局物业科科长敖登格日乐
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他们积极做好
前期摸底工作，不断细化基础类、完善类、提
升类的改造内容，时加强各部门间的统筹协
调、政策联动，着力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
实做细。

预计投资1.89亿元 装“面子”修“里子”

乌海市乌海市3838个老旧小区颜值飙升个老旧小区颜值飙升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近日，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
区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锡林郭勒盟文
体旅游广电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承
办的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
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在锡林浩特市
举行。

赛场上，运动员们一展身手，挥
拳、踢腿、勾拳、过肩摔……个个将技
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尽情挥洒着
青春与汗水。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赢得
观众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来自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鄂
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等

10支队伍共计25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
加此次赛事。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
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则》，设
有男子甲组12项、男子乙组12项（其
中包括团体两项），共计24项。其中，
甲组年龄为18——19岁，已组年龄为
16——17岁。

本次赛事总裁判长陈宇介绍说：
“近几年，我区散打运动发展快速，培养
了许多优秀运动员。今年，我们也采用
了比较先进的电子打分器，使散打这项
赛事更加透明开放、公平公正。”

为期4天的比赛展现出全区各地
青少年武术散打运动的整体竞技水
平，为全区培养和选拔优秀运动员提
供了平台。

□本报记者 赵娜 摄影报道

近日，“展现公民科学素质推动新时代文明
建设”走基层活动走进包头市各中小学校。

为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素质，包头市各中小学
校科普课已成为课表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
科普微电影、3D打印、无人机飞行体验等精彩的
互动型科普实验课，让同学们亲身感受科技的神
奇和奥秘。正在指导学生进行机器人编程的包
头市一机一中科技辅导员李相军说：“如今，学生
们参加科普课程的热情高涨，通过科普课程可以
让孩子们大开脑洞，培养科学思维。”

近年来，在科技教育普及工作方面，包头市
科协重点抓牢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确保每个中
小学校都有1名专职科技辅导员，3年来共组织
600余名科技辅导员参加各类培训，每年约有5
万余名学生参与科协组织的青少年科学调查体
验、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中科院科学家科普巡讲
等活动。

科普课 开脑洞

青春的碰撞青春的碰撞
公布比赛结果公布比赛结果。。

你来我往你来我往。。

红方胜利红方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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