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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2月13日讯 （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冯燕平）2月 13日，
农历大年初二，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
浩特市委书记王莉霞看望慰问了国际
航班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送去节日的问
候和新春的祝福。她强调，要继续将疫
情防控各项举措严而又严、细而又细落
地落实，绝不让一例病例输入到首都北
京，绝不让一丝病毒污染传入首府青
城，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心、舒心、开心
过年。

晨曦中的白塔机场西广场上，王莉
霞对大家在新春佳节依然坚守在疫情
防控一线表示感谢，并向大家致以节日
的问候。王莉霞指出，自2020年3月呼
和浩特市承担北京国际航班分流入境

任务以来，工作人员们在各级党组织的
带领下履职尽责、不舍昼夜、不辞辛苦，
坚定坚决完成了任务，实现了零传播、
零感染，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为确保这座城市的安全生产生活作出
了贡献。

王莉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做好国际航班入境分流任务意义重
大。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意
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一丝不苟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严密做好个人防
护，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铜墙铁壁，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

王莉霞慰问
国际航班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时强调

做到两个“绝不让”
确保群众安心舒心开心过年

本报巴彦淖尔2月13日电 （记者
韩继旺 实习生 陈东）2月8日，由内
蒙古李牛牛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接生产加工的一批进口巴旦木，经乌拉
特海关现场查验合格并出证放行后提
离巴彦淖尔市保税物流中心（B型），标
志着内蒙古中西部农产品加工贸易取
得零的突破，并实现保税仓储。

这批巴旦木原产于北美，经天津新
港顺利进口。李牛牛食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按照与货主香港客商约定的质
量、规格和样式，经过人工手选、煮制烘
烤等工序，熟制成17.6吨、3551箱奶油
味成品，并入库保税物流中心。

李牛牛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巴彦淖尔市的一家籽仁加工出口
重点龙头企业，主营高档坚果和葵花
子、南瓜子的生产加工及进出口贸
易，年销售额 3 亿元，出口量逾 4 万
吨，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和中东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利用境外的优质原料和自身的先

进生产加工技术开展来料加工贸易业
务，可以节约贸易成本，扩大利润空间，
提升产品竞争优势。下一步，我们还将
开展夏威夷果、开心果等高档坚果加工
贸易业务，预计年营业额增加3000至
5000万元。”董事长李文说。

据了解，巴彦淖尔市现有 220 多
家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和
出口企业，籽仁、番茄制品、脱水菜、绒
纺制品、羊肉和枸杞6大类、46种优质
农畜产品行销六大洲 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2020年，乌拉特海关累计检验
监管河套出口农畜产品 43.6 万吨，贸
易 值 3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9% 和
9.7%，出口量值连续12年“领跑”内蒙
古。

乌拉特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涛
介绍：“开展农产品加工贸易业务并实
现保税仓储，有助于‘农字号’企业减
轻税赋，优化产能，转型升级，提升产
业承接力，培育外贸发展新业态和增
长极。”

巴彦淖尔市首批
进口坚果加工后销往香港

新春走基层

本报乌海 2月 13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郝飚）“雷福军家、宋斌利
家登上红榜区，王文祥家登上黑榜
区……”这段时间以来，树立在乌海
市海南区拉僧庙镇曙光村广场前的

“文明实践在行动——环境整治大比
拼红黑榜”成为村民热议的对象。登
上红榜的家庭自豪之余备受鼓舞，登
上黑榜的家庭虽然脸上无光，但也暗
下决心，早日退榜。

去年9月份以来，实现了脱贫的
曙光村通过定期发布“红黑榜”引领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并在
村里逐渐营造出干净整洁光荣，邋遢
杂乱羞愧的良好氛围。一场家里家
外环境卫生大比拼也在曙光村激烈

开赛，“家家户户都攒足了劲儿创优
争先，大家伙儿都希望红榜能出现自
己家的名字。”曙光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王胜勇说。

走进雷福军家，所有物品都被妻
子邱秀英收拾的井井有条，家具整洁
美观，地面光洁如镜。在客厅墙面
上，一面印有“拉僧庙镇最美整洁家
庭”的流动红旗十分醒目，这是一家
人最珍视的荣誉。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闲暇时就
想着把家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样自己
也舒服。有了这个荣誉，很多村民都
视我们为榜样。”雷福军一家四口，早
些年因自己下岗，家里的生活一度陷
入困境。这些年自己和妻子辛勤打

工，他们一家逐渐富裕，一双儿女也
都考上了大学。现在的幸福生活让
一家人充满了奔头。

午后的暖阳洒进客厅，村民宋斌
利坐在桌前向老伴儿总结、分享着他
们一家去年所获得的荣誉。过去一
年，他们一家不仅上榜“红榜区”，还
被评为曙光村“星级文明户”和“美丽
庭院”，63岁的宋斌利还成为了拉僧
庙镇的优秀志愿者。新的一年宋斌
利表示要继续努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经过多年
来的发展，如今曙光村不仅村容村貌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村民们的生
活水平年年提升。钱袋子鼓了，村民们
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自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曙光村
积极开展“环境整治大比拼红黑榜”“70
后的风采志愿服务”等多种文明实践活
动，不断提升村民的文明素质。

“‘环境整治大比拼红黑榜’每季
度发布一次，镇、村到村民小组层层审
核，分别对每家每户的室外卫生、室内
卫生和个人卫生三方面打分，分数高
的前10户由镇党委、政府进行表彰，
授予‘最美卫生整洁家庭’称号，并进
入红榜；分数低的2户进入黑榜。”拉僧
庙镇宣传委员陈佳丽告诉记者，自这
项活动在全镇开展以来，村民们表现
出很高的积极性。通过活动的开展，
切实解决了一些影响村环境卫生的突
出问题，优化了农区的人居环境。

曙光村“环境整治红黑榜”晒出比先争优精气神

本报兴安2月13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朱明红）稍息
立正，注视国旗，共唱国歌。2月11日
上午10时30分，兴安盟阿尔山市明水
河镇西口村的一户农家小院中，赵洪义
祖孙三代举行了一场庄严而特殊的升
旗仪式。这温馨而又感人的一幕，恰巧
被正在西口村走访慰问的兴安盟委委
员、阿尔山市委书记高长胜看到，并一
同参与其中。

“大家都站整齐，我说升旗仪式开
始，就一起唱国歌·······”年仅 7岁
的少先队员逄明泽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大家。仪式开始后，逄明泽的父亲逄
志勇用自己的手机播放起《义勇军进
行曲》，逄明泽充当起升旗手，神情专
注地缓缓拉动绳子，在场的全体人员
行注目礼。

“……前进！前进！前进！进！”伴
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国旗冉冉升起来。

鲜艳的五星红旗映着春日暖阳，照亮了
在场所有人的心扉。

“为了让升旗仪式顺利进行，我们
一家几天前就开始筹划彩排，购买国
旗，用木杆、绳子和滑轮自制简易的升
旗装置。”赵洪义动情地说：“在自家院
内举行升旗仪式的想法是外孙提出来
的，自己作为一名建档立卡群众，多年
来在政府的帮助下，收入一年比一年
多，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一切都要感
谢党的好政策，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

巧遇这场别开生面的升旗仪式的
高长胜感慨地说：“此景令人感动，此情
让人温暖。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我们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胸怀

‘国之大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始终把人民的安居乐业、安危冷
暖放在心上，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山村小院升国旗

本报鄂尔多斯2月13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张忠义）2月8
日，春意正浓。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薛家湾镇海子塔村委会办公室里喜
气洋洋，村里的种养殖合作社正在给
村民集中发放务工人员工资。村民
杜当小喜滋滋地数着厚厚的一沓工
资，乐得合不拢嘴。

“大家不要挤，排好队，念到名字
的就过来签字、领钱。”合作社负责人
马飞和同事维持着现场秩序，挨个与
村民核对账目，确保工资分毫不差地
发放到村民手中。

村民杜当小今年60岁，看上去很
硬朗，精神头十足。“这样的好事儿去
哪找！自从村里有了合作社，不出村
就能打工挣钱，现在领上工资，能好
好过个大年喽！”杜当小高兴地对记
者说。

杜当小说，2019年，海子塔村成
立了种养殖合作社，以每亩每年200
元的价格流转了部分村民的土地，进
行土地整合，规模化发展。2020年，
合作社调整了种植结构，把种玉米的
地拿出来试种了板蓝根。由于种板蓝
根和种玉米不同，需适时科学进行播

种、锄草、浇水、打药和收获，要雇佣大
量务工人员。因此他便主动去合作社
务工，虽辛苦些，但劳有所获，一年下
来，仅打工一项就能收入近3万元。

据了解，从采收的情况看，板蓝
根产量在每亩200公斤左右，若按市
场价格每公斤15元计算，一亩地毛收
入3000块钱左右……2020年，海子
塔村集中连片种植板蓝根280多亩，
加上农户分散种植的，全村共种植板
蓝根400多亩，仅村里合作社种植的
板蓝根，预计总产量就将超过5万公
斤，比种玉米效益高。

和杜当小一样，很多村民都能在
村里的合作社打工，由于离家近，不
仅能照顾家，还能赚钱补贴家用，可
谓一举两得。

“这次合作社共发放了劳务工资
15万多元，有7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板蓝根种植不仅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
的渠道，还为实现乡村产业化发展铺
出了一条新路。”马飞告诉记者。

“就要过年了，今天发了工资，可
以和家人去添置年货，感觉好开心！”
领到工资的村民崔明阳脸上堆满了
灿烂的笑容。

板蓝根成为村民致富的“金条条”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豆豆

送礼品、包饺子、写春联、组织亲
子活动——包头市青山区合理有序
引导群众就地过年，一系列实实在在
的关怀活动，让留守家庭感受到在

“家”团圆的温暖。
2月10日上午10点，在自由路街

道民主社区老少乐园，已是欢声笑
语，十分热闹。社区党委组织“情系
社区留守家庭春节慰问暖人心”活
动，工作人员和留守家庭一起包饺

子，还特别邀请了书画社老师为留守
家庭写春联，写“福”字，共庆佳节。
家在河北的李华，带着两个孩子一起
来参加活动，和大家一起包饺子，一
起看书法家写春联，让她和孩子们十
分开心：“我一直在包头打工，往年这
个时候就回老家了。辛苦了一年，也
想和老人聚一聚，但今年情况特殊，
就决定留下来过年。之前社区还给
我们送来了米面油，让我们感觉很温
暖！”

在自由路民主社区民五一机院
内，社区工作人员将热腾腾的饺子端

到肖新四夫妇家，并询问他们年货准
备的怎么样了，叮嘱他们有困难找社
区。肖新四夫妇是河南人，今年春节
两人打算留在包头过年，社区的关心
让肖新四很感动：“我们来包头10多
年了。我在社区看车棚，媳妇是环卫
工，社区一直对我们都很照顾，包头
就是我们的家。”

在自由路街道光辉社区，社区党
委在老少乐园开展了以“和谐邻里
情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慰问活动，
并邀请到辖区共建单位与大家一起
共度小年。共建单位青山区住建局

和自由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为
生活困难的居民发放了米面油、春联
等慰问品，并送上真挚的祝福。而文
昌社区携手青山区人民法院、包头边
检支队两个共建单位开展了“包温暖
送亲邻自家人饺好运”慰问活动。揉
面揪面团、擀皮和肉馅，活动现场欢
歌笑语。在社区物业工作的王桂金
是当天的特邀嘉宾，因儿子在上海工
作，春节不能回来团圆。现场，王桂
金视频连线儿子，一同感受社区浓浓
的节日氛围，让他安心工作，做好预
防。

让留下的你过幸福的年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近日，内蒙古边防检查总站从
全区1500名护边员中选出10名，进
行了表彰。其中，锡林郭勒盟牧民
护边员清格勒图和达布希拉图榜上
有名。

春节临近，我们走进了这两位牧
民护边员的家。清格勒图家住东乌
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阿拉坦合
力嘎查。阿拉坦合力系蒙古语，意为

“金色边疆”，已经担负护边工作有10
个年头。他常说：“我就是普通的牧
民，国家把巡边这么神圣的职责交给
我，我就得好好守，好好干。”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骑上马，背
上望远镜，沿着边境线走上一圈儿。
这已是清格勒图日常生活中不断重
复的一个画面。熟悉的路途、熟悉的
景色，只要有一丝的风吹草动，绝对

逃不过他那如鹰般的眼睛。
曾有一年冬天，野外吹起了白毛

风，刺骨寒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但
是，对护边员来说，天气越是恶劣，越
需要警惕。果然，巡逻中清格勒图听
到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多年
的经验告诉他，这肯定是一大群羊踏
雪发出的声音，可是冬季牧民的羊都
在圈里，哪儿来的声音？他寻声而
索，发现有数百只红山羊在界标处，
挤在一起瑟瑟发抖。凭借多年护边
经验，他判定是蒙古国牧民羊群顺着
风到了边境缓冲区内，随即向边境派
出所报告了情况，很快这起事件得到
妥善处理。

这样的事在清格勒图从事护边
员工作10年来不在少数。据阿拉坦
合力边境派出所统计，清格勒图一共
拦回临界牲畜 1000余只（头），报告
有价值的边情信息20多条，调解边民
矛盾纠纷，向牧民宣传边境法律法规

更是不计其数。
在锡林郭勒盟1103公里漫长的

边境线上，有多位护边员遥遥守望，
用脚步丈量和守护着北疆。距清格
勒图家500多公里外，二连浩特市格
日勒敖都苏木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牧
民达布希拉图也是其中一位。由于
达布希拉图巡边路途地形复杂，他更
多的时候都是徒步巡逻。据格日勒
敖都边境派出所所长宝音测算，这些
年，达布希拉图在边境巡逻途中走过
的路超过4万公里。

巡逻中，他曾和潜逃犯斗智斗
勇，把不法分子绳之以法。也曾经多
次发现可疑人员，用行动守护了当地
牧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在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达布希拉图主
动担负起为嘎查牧民送粮、送菜、送
生活物资工作。在设卡排查中，他主
动请缨，不畏严寒，日夜奋战在抗疫
一线，配合边境派出所认真做好进出

嘎查人员的轨迹核查及登记管理工
作，累计排查车辆 536 辆次，人员
1241人次。

“作为一名光荣的护边员，我要
用实际行动，为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
做出贡献。”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的。多年来，达布希拉图先后向格日
勒敖都边境派出所提供各类情报信
息180余条，协助开展辖区治安巡逻
5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70余起，查
结各类案件18起，协助派出所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27名。

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在健全
完善边境群众防卫力量体系上始终
将护边员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多
措并举打造一支爱边、护边、固边的
正规化护边员队伍，使辖区群众真正
成为边境管控有力补充，确保每一名
护边员都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成为部
署在边境前沿的“预警队伍”，成为维
护边境安全稳定的“第二战力”。

“金色边疆”有我守护

2 月 12 日，在武川国
家训练基地，内蒙古中长
跑队的运动员正在加紧训
练，全力备战今年 9 月在
陕西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四届运动会。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春节里的坚守

日前，北方新报以及爱心企业代表向全国邮政行业劳动模范、荣获“中国好人”
称号的邮递员杨小龙送上新年祝福。北方新报联合爱心企业举办的第十四届“欢欢
喜喜过大年公益活动”，向荣获中国好人、全国优秀志愿者、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10
人送上新年祝福。据了解，《北方新报》已经连续举办 14年“欢欢喜喜过大年公益
活动”，组织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像有困难的人士传递爱心力量，彰显媒体的担当与
责任。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欢欢喜喜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