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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雪莲 通讯员 张晓艳

朝阳撒满金叶榆的枝丫时，杨子清正在小
区里健身、散步；午饭时间，他步入“长者餐
厅”，三五块钱一顿饭，各类家常菜可口贴心；
午后，参加自己喜欢的文艺活动；晚上，在“银
发课堂”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怎样在网上
参加党史学习教育……

如此幸福的晚年，不是杨子清一个人的专
享，而是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
平安社区“落点”在每一个老年人身上的普惠
福利。

最美不过夕阳红。针对社区老年人居多
的实际情况，平安社区积极打造医养结合的

“4N+”智慧养老社区，逐步构建起居家社区机
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有效提升了多元化为民办实事水平，让“夕阳
红”更绚烂。

“‘4N+’就是线上智慧养老平台、线下长
者餐厅、银发课堂、医联体社区门诊4个平台，
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旅居养老、智慧养老、文
化养老等综合化、多元化、个性化的‘N’个老年
模式，再‘+’多元化服务。”平安社区书记邬咏
霞介绍说。

2019年4月，平安社区引进上维天启智慧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建立起养老云智慧平台。
平台开通了12349服务热线，为老年人建立了
电子档案，发放了S3智能腕表、S5智能腕表、V
手环、臂绑式血压仪、监测仪、血糖仪等设备，
如果老年人身体有异常，后台会实时报警提

醒，平台工作人员会及时给予帮助。
“您今天的血压还是高，继续吃药，不舒服

了随时过来。”在平安社区2楼的伊金霍洛旗人
民医院平安社区门诊部，大夫高永泽嘱咐着前
来看病的老人。

“一出门就是医院，不用排队不用等候，又
有服务周到的好大夫，给大家省了好多事儿
呢！”杨子清笑着说。

2020年 10月，平安社区协调旗人民医院
和原平安社区卫生服务站组建紧密型医疗共
同体建设，挂牌为“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平安
社区门诊部”。门诊部下派全科大夫，能够对
辖区及周边居民的常见病、慢性病及多发病进
行诊疗，并进行老年人常见病的诊疗和随访。
同时，门诊部还定期开展专家义诊、健康教育、
健康生活方式宣传等活动。

走进位于社区不远处的“长者餐厅”，窗明
几净，淡绿色的桌布清爽宜人。

“不想做饭了，就来这儿吃，饭菜便宜味道
好，有些年龄大的腿脚不便的，餐厅还送饭上
门，子女不用东跑西颠地照顾我们了。”提起

“长者餐厅”的好处，居民杨治斌赞不绝口。
“吃个便宜饭”，在平安社区，这是60岁以

上的老年人都能专享的福利。政府补贴一部
分，老年人只需成本价，省力又省钱，谁都说
好。

不论就医还是吃饭，老年人都可以通过智
慧平台实现“云上预约”，而智慧平台也有效

“留痕”，对老年人的就医情况和饮食习惯等数
据进行分析比对，为老年人科学饮食提出合理
建议。

“好事儿可不止这些，我虽然住在平房区，
但马路整洁干净，天然气入户，出门就有凉
亭。别看我们这社区不大，但是功能多，还都
是老百姓需要的。”李志媛说，她每天最喜欢的
事儿就是跟着秧歌队扭秧歌，既锻炼身体又丰
富精神。

“今天，我们排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预备，起……”在平安社区的排练室里，一
位精神矍铄的老年人正在指挥大家唱响红歌。

“这就是我们的心声，看看我们老年人的
幸福生活，吃穿不愁，养老无忧，有啥难题，社
区都尽力帮我们解决。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王忠感慨地说。

今年72岁的王忠是红歌合唱队的队长，在
这个由30多名老年人组成的团队里，年龄最小
的62岁，最大的80岁。

为了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平安社区依
托银发课堂，常态化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课、
心理健康课、健康养生知识讲座。

“自从学会了智能手机，我每天都上‘学习
强国’看新闻、学党史。还学会了用手机购票、
网上挂号，扫码付款。”杨治斌笑着说自己学到
了很多新技能。

“我们还打造了‘社区邻里节’这个品牌节
日，每年过节时，每个小区都会派出一支代表
队参加邻里节活动。这个节日有很多好处，一
是给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增光添彩，二是形成社
区居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提升了老年人抱团
养老、组队养老的意识。”对于平安社区的养老
服务，邬咏霞坦言，这只是个良好的开端，后面
还需下更大功夫。

养老养老““云生活云生活””，，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自阿拉善左旗融媒体中心对阿左

旗吉兰泰镇哈图陶勒盖嘎查2000多万
斤哈密瓜滞销的消息进行报道以来，引
起了社会各界关注，目前已卖出1600多
万斤，剩余哈密瓜也正根据客户要求陆
续销往各地。（阿拉善左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乌海市海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区商务局、公安局、区卫健执法
大队等单位，对辖区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餐饮场所等公共场所进行疫情防控
检查。全力筑牢疫情防控网。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连日来，额济纳旗残联组织党员
干部、康复服务人员来到出行不便、沟通
困难的残疾人家中，开展入户签约、康复
服务活动。据悉，额济纳旗残联根据残
疾人实际情况，陆续派出康复工作人员，
为有需求的、行动不便、沟通困难的残疾
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为他们
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

（额济纳旗融媒体中心 赵勇强）

●为进一步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
构建群体免疫屏障，近日，突泉县流动疫
苗接种队走进突泉县朝阳福利中心，上
门为老人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本次
上门服务，共为突泉县朝阳福利中心36
名符合接种条件的老人接种了新冠疫
苗，接种疫苗老人平均年龄为65岁，最
高年龄者86岁。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

●近期，镶黄旗一地发现被我国生
态环境部列为第四批外来侵入物种名单
的有害有毒外来入侵植物黄花刺茄（刺
萼龙葵）。镶黄旗草原工作站、镶黄旗农
牧技术推广中心积极组织人员到现场调
查情况，并对此类外来入侵物种进行铲
除作业，共铲除 1万余株黄花刺茄（约
700kg），进行焚烧处理。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 吴美云）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区分局以“全警实战
大练兵”为契机，坚持常态化开展“晨训
晚学”活动，着力提升全局民警辅警整体
综合业务素质。各业务大队结合日常工
作实际，重点从政治理论和业务技能方
面加强对民警的训练、提升。

（宋健 耀娟）

●连日来，在化德县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点，总闪动着一群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他们引导群众前往疫苗咨询登
记处填表，指导群众如何使用“蒙速办”
和“通信行程码”APP进行登记，还积极
向群众普及疫苗接种知识，用爱心和奉
献筑起“防疫长城”。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近日，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包联
驻村单位鄂尔多斯市卫健委邀请医疗专
家到镇卫生院开展健康义诊活动。义诊
的鄂尔多斯市医疗专家团队包括骨科、
呼吸内科、妇科、超声科、影像科等科室
专家。在义诊的同时，专家们还向农牧
民宣传健康保健知识，帮助农牧民形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木格 ）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推进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精准落实，东乌旗税务
局坚决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助力企业减负发展，持续释
放税收优惠政策红利，助力市场主体高
质量发展。 （冯则宇）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与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4部门联合执法，坚决治理运煤
车、渣土车违规造成道路扬尘、遗撒等污
染行为，全力打好矿山环境综合治理攻
坚战。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为全力推进畜牧业现代化示范区
建设步伐，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6月，克什克腾旗达来诺日镇罕
达罕嘎查建立了罕达罕嘎查供销信用互
助社。互助社通过带动其他牧民群众集
中联系草料、购买草料、牲畜集中出栏，
省略中间商环节，节约资金。近日，在嘎
查党支部的支持和带领下，互助社成员
们通过实地观摩学习，订购了第一批
220吨草料并成功接回了互助社。

（克什克腾旗融媒体中心 塔娜）

本报包头9月2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
实自治区《关于加快“科技兴蒙”行动，支
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和《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精神，
引导和激励企业科技创新，近日，自治区
财政厅、科技厅下达了2021年第一、第二
批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奖励资金，包头稀
土高新区驻区企业包头常铝北方铝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43家 2020年新认定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经费奖补资金共870万元。

目前，稀土高新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已完
成43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经费奖
补资金发放工作，这些资金将用于支持高新
技术企业持续开展研究开发与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推动企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稀土高新区
新闻中心 贾婷婷）

乌达区
“流动办公桌”
为群众在家门口办事

本报乌海9月2日电 日前，乌海市
乌达区颐景佳苑社区的工作人员将“社区
办公桌”搬进居民小区，主动上门为社区
内各单位、居民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得到
了辖区居民的称赞。

在乌达区北岸雅墅小区，记者在这里
设置的“流动办公桌”现场看到，一桌2椅
一条幅就成了简易的工作台，居民有事情
要办，现场向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行，办理
老年证和社保在现场登记就行。

颐景佳苑社区共覆盖5个小区，常住
人口6000余人，由于社区新成立不久，办
公地点配套设施还未完善，给办事居民带
来诸多不便。这段时间以来，颐景佳苑社
区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紧密结合，打造了“流动办公桌”，把服务
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提高办事效率。

据悉，在流动办公期间，能马上解决
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会立即着手解决，
而对于一些需要上级职能部门帮助协调
解决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则会及时向上
级反映，并跟踪回访。往后这个社区每周
三都会到辖区各小区‘摆摊儿’办公，全方
位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把问题化解在最基
层。（融媒体记者 郝飚 实习生 段维娜）

阿巴嘎旗
加快牲畜出栏工作
保障企业牧民利益共赢

本报锡林郭勒 9月 2日电 入秋以
来，阿巴嘎旗高度重视牲畜出栏工作，抓住
当前牲畜出栏旺季，抓好加工期间安全生
产、动物检疫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保障畜
产品质量安全，拓展牲畜出栏渠道，发挥活
畜交易市场的协调服务作用。截至目前，
该旗累计出栏牲畜11.29万头只。自今年
8月1日起，该旗3家肉类加工企业陆续开
工，目前已屠宰加工羔羊3.66万只。

近年来，为鼓励广大牧民提早出栏牲
畜，阿巴嘎旗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
策措施和宣传，让牲畜早出栏、多出栏逐
渐成为一种常态，同时不断完善各加工企
业和牧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从而有效
带动了牧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实现企业和
牧民利益共赢。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阿巴嘎
旗融媒体中心 宋佳）

松山区
全面保障居民享受医保政策红利

本报赤峰9月2日电 为让城乡居民
对高血压、糖尿病（以下简称“两病”）门诊
用药新政策有更具体的了解，近日，赤峰
市松山区医疗保障局先后在松山区永业
广场、初头朗镇、安庆镇、王府镇、大夫营
子乡等多地开展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
药政策、异地就医备案政策宣传活动。详
细地向群众宣传如何异地就医备案、“两
病”患者门诊费用如何报销、“两病”患者
哪些用药可以报销等政策。

据了解，此次“两病”政策调整中，松
山区将诊疗机构扩大到所有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凡松山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符
合国家高血压、糖尿病防治指南标准，且
需长期门诊用药的“两病”患者都可以享
受到该政策。患者一旦由诊疗机构确诊
了“两病”，即可享受到“两病”待遇保障。

（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聂珊）

稀土高新区
43家企业获奖补资金870万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魏那 通讯员 李晓军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就
延伸到哪里。林西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创新文明实践形式，拓
展志愿服务内容，将党员群众聚拢过来，将党
史知识传播出去，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前沿阵地。

宣讲服务“多点耕耘”，红色基因植入基层土
壤。“什么是为群众办实事？就是想尽办法让老
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要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
林西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党总支书记刘占林给
村民讲党课中的一句知心话。带着乡土气息的

“村支书”讲党课，已成为林西县农村宣讲党史的
一种别样方式。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西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志愿队

伍作用，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志愿宣讲，
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
小分队巡回讲、“村（社区）书记”亲民讲、“百姓名
嘴”特色讲、“学校校长”专业讲等方式，让党史学
习教育有士气、聚人气、冒热气、接地气、扬正气。

志愿服务“遍地开花”，文明实践增强群众
幸福感。“遇到家里水管漏水、忘拿家门钥匙等
情况，我就会给志愿服务队员打电话，他们会
联系专业人员上门帮助解决，真是方便了我们
老年人。”说起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今年
76岁的刘庆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林西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
际问题结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
难题结合起来，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为让志愿服务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林西县
城北街道“七彩丝带”志愿服务队采取“1+N”文
明实践工作模式，构建服务组织框架，确保文

明实践活动多样化、接地气、见实效。
志愿队伍越来越大，拓宽服务提升城市温

度。林西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正在
日益壮大，截至目前，网上平台共注册志愿服
务队伍330支，发展志愿者20211人，通过平台
开展志愿服务2161场次，累计服务时长71万
小时，线下开展志愿服务5800场次，受惠群众
20余万人次。县域公共场所、社区、窗口等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已实现全覆盖。今年，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
重点工作，林西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集中力
量又打造了“王麻子广播站”理论宣讲志愿服
务，“菜、果、药、牛”农牧志愿服务、“周末女儿”

“玉米皮手工艺品制作”巾帼志愿服务，帮扶者
联盟志愿服务4个志愿项目，全面推进志愿服务
活动项目化、专业化和常态化，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不断迈向新高度、进入新境界。

林西县：将志愿服务延伸到群众中去

为界碑描红为界碑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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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立秋刚过，草尖泛黄。牧区进入了打草季，防火形势也变得严
峻。

9月1日，东乌珠穆沁旗马背警队的队员们备好马匹，沿着边境
线进行巡逻。这是一个以丘陵为主，牧草异常茂密的地带，平时人
迹罕至，别说开车，就是徒步也很难行进，也只有骑着马才能够顺利
通过。

队长呼布其率着队伍，沿着辖区边境线认真巡逻，走到“1050”
号界碑旁，他从随身携带的行军包里拿出红色颜料和毛笔，异常认
真地为界碑描红。“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就为辖区界碑描一次红，让
界碑始终保持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对于队员们来说，这也是一堂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呼布其说。

巡逻途中，恰逢降雨天气。他们帮助辖区牧民把羊群赶回家，
还冒雨为牧民追赶马群，这一圈儿忙下来，已是夕阳西下。归途中，
呼布其说：“我们马背警队担负辖区内车辆不易通行地区的边境侦
查、区域排查、巡逻走访、应急救援和布控围捕5项具体任务，有效
延伸了警力触角，为现代化边境治理作出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骑
着
马
儿
巡
边
忙

帮助牧民赶回马群帮助牧民赶回马群。。

与牧民护边员交流与牧民护边员交流。。

骑着马跋山涉水都不是问题骑着马跋山涉水都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