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新军
通讯员 田林鑫 摄

“现在是大田农作物田间管理的
关 键 时 期 ，你 们 看 这 大 豆 的 长 势 多
好！”暑假期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
河湾农牧场开展暑假实践活动，农场
人员教孩子认识粮食作物、讲解粮食
生长周期，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爱粮、惜
粮、节粮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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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市·速览

盟市·风景线

■盟市·看点

盟市·聚焦

□本报记者 魏那

近日，赤峰、通辽两市突出资源特色，共同强
化旅游领域合作，双方就赤峰“中国北疆风景大
道”与通辽“科尔沁 500 公里风景大道”一体化建
设进行工作对接。至此，两市开展全方位、多领
域、深层次区域合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在“十四五”规划中，自治区党委作出了“重点
建设赤峰、通辽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决策，赋予了
赤峰市和通辽市引领蒙东地区乃至全区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责任使命。赤峰、通辽两市同处自治区东
部、同为连接京津冀重要枢纽城市、同处环渤海经
济圈和东北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全面加强区域战略
合作存在诸多现实机遇和广阔空间。目前，赤峰市
和通辽市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蒙东地区的 50%，集
中了蒙东地区的创新资源、产业集群和高端人才，
有条件成为引领蒙东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近日，赤峰、通辽两市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
决策部署，共同签署《赤峰市通辽市协同发展合
作备忘录》，开启了共同打造引领蒙东地区高质
量发展增长极的崭新篇章。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赤峰、通辽两
市将“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
则，围绕生态环保方面互动共治、产业升级方面
互促共进、基础设施方面互联共建、公共服务方
面互通共享四大领域开启务实合作。第一，生态
环保实现互动共治。双方将合作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协同推进蒙东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共同推
进西辽河流域“量水而行”以水定需，为构筑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水安全保障；第二，
产业升级实现互促共进。双方将协同争取自治
区对蒙东地区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协同争取国
家级承接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尽早获批，共同深
入开展中蒙药材种植合作，共同加强农畜产品加
工合作，共同加快区域性物流网络合作，共同建

立赤峰、通辽及锡盟、朝阳、承德等周边城市快递
物流企业利益共享联结机制，共同构建旅游资源
共享、精品线路共建、旅游发展共赢的区域旅游
发展大格局；第三，基础设施实现互联共建。双
方将共同推进“三北”高铁新通道列入国家规划，
共同推动公路项目纳入自治区规划，共同有序推
进两地毗邻村镇之间“断头路”建设，协同推进两
地通用航空发展，共同推动跨盟市管线项目审
批，推进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第四，公
共服务实现互通共享。双方将协同推进基础教
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协同开展医院与医院、高校
与医院合作，联手打造“蒙字号”药品品牌，合力
推进两地医保联动，共同强化科技创新交流协
作，共同构建人力资源协作长效机制，携手建设
蒙东人才高地，共同深化文物研究保护合作，共
同强化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市公积金
的互联互通互认，健全和完善两地协作的公共卫
生、疫情防控、防灾减灾等应急救援体系。

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既是两市
落实自治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部
署要求，也是打造自治区东部地区新增长极的战
略选择。赤峰市委书记万超岐表示，加快建设赤
峰、通辽区域中心城市的重大决策部署，为赤通
两地塑造发展新优势、提升整体竞争力提供了宝
贵机遇，赋予了新发展阶段两地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相信通过扎实有效的合作，赤通两地协同
发展一定能迈出更大步伐，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一
定能取得更大进展。通辽市市长郭玉峰说，我们
将以“绿色赤峰”“生态通辽”建设为抓手，让良好
生态环境成为两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将按照自治区对东部盟市差异化协调发
展的定位要求，加快构建绿色特色产业体系，形
成绿色化、开放性经济发展特色优势；从拓展外
联通道、畅通内联通道两个方向发力，不断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把两地的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转化为开发优势、竞争优势。

赤通携手：点亮“双子星”唱好“双城记”

□本报记者 刘洋

走进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厂汉板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的“空中菜园”，几个老人正在晒着
太阳聊着天，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今年 98 岁的岳喜生老人说：“来这半年多，就
像是从自己的家里搬到了儿女家里，住着高兴。”老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我们这儿像个老年俱乐部，每
天都有各种的服务和活动，每天见的都是熟人，孩
子们也都住在小区天天可以见面，一点都不觉得孤
单和苦闷。”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以及养老产业的发展是
直接关系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晚年幸福指数的民生
大事。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
作，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服务
质量水平，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综合服务体系。

厂汉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由内蒙古月德养
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打造的第一批具有代表
性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建设试点。为了大力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事业，呼和浩特
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呼和浩特市支持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呼和浩特市推进居家和社
区养老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 14 个
规范性政策文件，明确了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发展
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并从土地、税费、场所、
运营奖励、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助餐、长期护理
保险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同时从政策层面明确了
各项政策的实现途径，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 1+N
政策配套体系。

目前，“上海爱照护”和南京中鼎、悦心、德国
蕾娜范、北京积善之家、华邦美好家园等国内外知
名养老企业已落户呼和浩特并形成品牌化、连锁
化效应，内蒙古寿康、呼和浩特市社康已布局市内
多个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多元参与、多点
布局、优势互补、百花齐放的运营服务体系已基本
形成。

为促进养老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呼和浩特市建
立了送餐配餐、生活照料、家政清洁、心理慰藉等
11 类 83 项服务标准，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行、
助浴、助医、助急、康复护理等多样化服务。同时，
积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并注重发挥入驻社区
蜂巢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作用，为居家和社区
老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积极构建社区公共
服务、市场有偿服务、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服务、公益

志愿服务互补共融、多元参与的居家和社区养老综
合服务模式。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通过
智慧居家养老信息平台，以老年人生活需求为出发
点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帮助。走进东风路街道办事
处丽苑社区办公楼内的新城区智慧养老指挥调度
中心，大屏幕实时显示新城区各个为老服务站的信
息，通过实时视频监控，老年公寓的床位数、入住率
数据一目了然，屏幕左下角不断更新工作人员对老
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接单信息。

今年，呼和浩特市继续新建、改扩建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场所 100 个，拟设置床位数量 774 张。

接下来，呼和浩特市还将以居家和社区骨干网
建设为重点，以“互联网+养老”、长期护理保险为
抓手，按照 3 年全市 350 个社区全覆盖的既定计
划，全力推进居家、社区、嵌入式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围绕“家门口养老、智慧化养老、专业化养老、
亲情化养老”服务的工作目标，持续推进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以务实精神和责任担当，把居家
和社区养老这项惠民工程做得更实、更细，进一步
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精准聚焦老年人需求，努
力打造 15 分钟居家社区为老服务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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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观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李洋洋 摄影报道

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新生村的葡萄熟
了！

新生村的葡萄以色泽晶莹、果粒均匀、
果肉细腻、酸甜可口，一直深受消费者的青
睐。“听说新生村的葡萄熟了，我们第一时间
过来采摘，必须要尝这个鲜。”来自突泉县城
的采摘游客田爱萍开心的说。

在葡萄种植大户贾楠家的葡萄大棚里，
一串串香甜诱人的葡萄缀满枝头。“我家葡
萄有 4000株左右，自 7月 15号开园，每天都
有不少游客前来采摘，今年产量预计 2万斤，

收入可达8万元。”贾楠喜滋滋地说。
近年来，突泉镇新生村按照“一村一

品”的发展思路，将葡萄产业作为重要抓
手，不断扩大种植规模，走出了一条“甜蜜”
的乡村振兴致富路。目前，新生村葡萄种
植面积达到 480 亩、设施农业大棚 243 座，
年产优质葡萄 200 多万斤，带动农户年收入
900 万元以上，并注册了“葡香园”商标，成
为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村、旅游采摘村。

“葡萄产业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通过
多年发展，葡萄让全村百姓脱了贫，过上了
好日子，下一步我们将葡萄产业发展与打造
现代休闲农业相结合，延伸葡萄产业链，把
葡萄产业做深做精，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新生村党支部副书记孙伟亮介绍说。

本报乌海 8 月 15 日电 （记者 郝
飚 通讯员 赵晖）“在银行就能实现

‘一站式’办理，再也不用两头跑，真的非
常方便快捷⋯⋯”日前，乌海市民董先生
在中国农业银行乌海分行办理完不动产
抵押登记业务后连连称赞。

董先生口中的便民服务措施是乌海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推出的“不动产抵押登
记进银行”服务模式。该模式将不动产登
记服务窗口延伸至银行网点，压缩办理时
间，实行抵押登记“不见面”审批、“一站式”
办结，真正做到“跑零次、当场办”。

据了解，以往群众在办理不动产抵
押登记时，需先在银行提出抵押申请并
进行资料审查，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
办理抵押登记，最后还得再到银行办理
放款业务，需要经过“银行—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银行”的流程。在这个过程
中，银行也需要专程到不动产登记中心
核实客户信息，调取客户不动产抵押登
记证明。办理流程较为繁琐。

为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办事，提升服
务效率，今年 7 月 22 日起，乌海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与中国工商银行乌海分行、中
国农业银行乌海分行建立合作，开通了
不动产一般抵押权登记、最高额抵押权
登记、抵押权变更登记、抵押权更正登记、
抵押权注销登记业务及未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的预告登记和预告抵押登记业务。

市民可以在银行一并完成银行抵押
贷款申请手续和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银行工作人员会把申请人的不动产抵押
登记材料、申请人信息等资料在线上推
送至不动产登记金融管理平台。不动产
登记部门通过线上系统审核后，反馈至
银行端口，由银行打印“不动产登记证
明”，进入发放贷款流程，实现不动产抵
押登记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的“一站
式”办理服务。

乌海市
不动产抵押登记免去“两头跑”

本 报 锡 林 郭 勒 8 月 15 日 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锡林
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盟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着力稳就业、保基本、
解难题、促和谐、优服务、防风险，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效。

截至 7 月底，锡林郭勒盟城镇新增
就业 6851 人，完成年任务的 72.9%；农
牧民当年转移就业 18013 人，完成年任
务的 90.1%；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65%，
低于自治区调控目标 1.35 个百分点。深
化社保制度改革，严格落实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自治区级统收统支和缺
口分担机制，全盟企业养老金实现“十七
连调”，人均月增资 130.1 元，每月养老
金达到 2677.1 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
实现“六连调”，人均月增资 184.2 元，每
月养老金达到 5805.1 元。为 9.5 万名企
业离退休人员、2.9 万名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9.9 万名城乡参保居民，共发放
养 老 金 31.4 亿 元 ，按 时 足 额 发 放 率 为
100%。持续强化劳动保障维权，开展根
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清理整顿人力资
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等，确保农牧民工
工资及时足额支付。目前，该盟在建工
程 项 目 161 个 ，预 算 安 排 应 急 周 转 金
2914 万元，工资保证金缴纳 2.5 亿元，实
现“六个 100%”。即劳动合同签订率、
落实工资保证金制度覆盖率、银行按月
足额发放工资制度覆盖率、用工实名制
管理制度覆盖率、工资与工程款分账管
理制度覆盖率、施工现场维权公示制度
覆盖率等均达到 100%。

锡林郭勒盟
优先稳就业全力保民生

本报包头 8 月 15 日电 （记者 吕学
先）截至目前，包头市“蒙速办”注册用户超
70 万，访问量达 444 万次，主要指标再创历
史新高。

今年，包头市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工作举措，着力打造“包您满意”的“移动办
事之城”。在全面推行网上办、掌上办、一次
办、帮你办改革基础上，不断优化“掌上办”
服务，持续加强“蒙速办（包头分厅）”建设，
陆续接入五险一金、健康医疗、司法公证、交
通出行、生活服务、包头公安、包头教育等领
域 108 个高频应用。

为 方 便 群 众 好 查 好 用 ，分 类 归 并“ 包
头公安”“包头教育”“公共资源”等一批特
色专栏，集成相关服务应用。上线“一件
事一次办”专栏，集成和推出群众企业关
注的用水用电报装、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提取住房公积金、报销住院费用等 256 个

“一件事”申报入口，覆盖市、旗县区。集
成包头市纪委监委的“包头优化营商环境
监督举报平台”，无需扫码，方便群众直接
反映问题，在做好服务的同时加强对营商
环境的监督。

包头市
“蒙速办”注册用户超 70 万

本 报 巴 彦 淖 尔 8 月 15 日 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巴彦淖尔市各级公安机关开
展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今年 2 月份以来，共抽调 153 人组成市、
旗（县、区）两级共 8 个整治专班，建立了 151
人、9 支猎豹突击队，开展涉及破坏草原林
地案件异地线索核查工作。

自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巴彦淖尔市
公安机关出击整治违规违法占用、开垦草原
林地、乱排乱放乱埋污染草原林地违法犯罪
和案件查处不到位 4 类问题。截至目前，梳
理各类草原、林地案件线索 925 起，已立案
侦办破坏草原、林地刑事案件 83 起，破坏林
地面积 3060 亩、草原面积 21334 亩，对 53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目前专项行
动已进入集中打击整治阶段，下一步将加大
草原林地案件侦办力度，努力侦破一批有影
响的大案要案，在草原林地违规违法专项整
治行动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巴彦淖尔市
立案侦办破坏草原林地
刑事案件 83 起

本 报 通 辽 8 月 15 日 电 （见 习 记 者
薛一群）日前，通辽市针对全市存在职业危
害因素的行业领域开展免费培训工作，强化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提升用人单
位职业健康管理水平，深入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

据了解，培训以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
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结合
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围绕改善作业环境、规
范完善职业防护措施等重点内容，持续推进
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和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
筑牢工作场所危害因素申报、日常监测、定
期检测等工作基础，严格执行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和防护措施公告制度，
加大职业卫生宣传力度，确保职业病防治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广大职业劳动者
的职业健康安全。

据了解，截至目前，通辽市卫生健康系
统已为 371 家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
业卫生管理人员开展了职业健康培训工作，
其中，粉尘、噪声、电离辐射等重点行业领域
培训率达 100%。

通辽市
开展免费职业健康培训

葡葡
香香
满园

兴村富民

新生村葡萄园全景新生村葡萄园全景

。。

游客前来采摘葡萄游客前来采摘葡萄

。。

葡萄丰收了。

为 村 民 讲 解为 村 民 讲 解
葡萄种植技术葡萄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