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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青山区融媒体中心 杨培霞

楼房“穿衣”，家里暖了；管网更换，“血管”
通了；墙体粉刷，“容颜”靓了；路面整修，出行
便利了……走进青山区呼13街坊电一建院内，
小区发生的变化令人眼前一亮。“现在环境变
得好多了，我们住得更加舒心了！”原本想搬离
该小区的刘大爷聊起小区改造后的变化赞不
绝口。

近年来，青山区不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创新政策机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投入资金参
与小区的建设和居民服务，让不少老旧小区旧
貌换新颜，居民生活环境大幅改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据了解，青山区多数老旧小区由老牌国有
企业建成，2000年以前建成的有126个，2005
年以前建成的有180个。按照《自治区老旧小
区改造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在“十四五”期间对
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区整体改造完毕的工作
要求，青山区根据小区建成年代、小区规模、基
础设施等情况，编制了老旧小区3年行动计划，
将所有未改造老旧小区纳入项目库，实施滚动
管理、分步推进。2021年，计划投资4.6亿元，用
于棉纺小区、幸6街坊等44个小区461栋居民
楼193.1552万平米的改造，惠及居民23595户。

老旧小区怎么“改”，是许多居民关心的问

题。为深入了解居民改造意见，青山区召集街
道、社区和居民代表召开民情恳谈会和改造思
路意见征集会，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求量身
制定设计方案和改造内容。搭建“五位一体”
（住建+监理+社区+居民+物业）的工程监督管
理体系，成立由居民党员、居民楼栋长、居民代
表、业主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义务监督小组，与
甲方、监理单位和社区共同参与小区改造的监
督，全程参加施工例会。通过居民全方位、全
过程的参与，增强“居民家园居民建、居民家园
居民管”的参与度。

“自从将楼前的违章建筑拆除后，小区地下
管网施工进度也加快了。”看着小区改造工程能
顺利进行，振华二区居民李先生高兴地说。

振华二区建成于2001年，一些一楼住户
用铁栅栏将楼前公共用地圈占起来作为自用，
多数违章建筑已有10年。此次改造小区管网
铺设都需在圈占的公共用地之下进行，考虑到
小区的整体环境，万青路街道联合青山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集中对小区的20处违建进行
集中拆除，为地下管网铺设提供方便。

“拆除违建后，能为小区释放1000平米的
公共面积，用来作为居民的活动用地。”振华社
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许贤荣说。

青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丁强告
诉记者，青山区像振华二区这样的老旧小区不
在少数，一直以来，由于没有合适的物业管理，
加上居民违章搭建，“脏、乱、差”等问题比较突

出。结合老旧小区实际，青山区将环境改善与
违章清拆、飞线整治等相结合，力争“一次投
入，多重受益”，也为系统性解决问题找到了切
入口。

改造过程中，为最大程度释放小区公共可
利用空间，青山区在各小区施工入场前，各街
镇、执法、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对违
反小区规划，在建筑物立面、屋顶、四周及附属
设施私搭乱建的各类违章建筑物进行集中拆
除；对违规占用楼道、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及
公共绿地共用部位乱堆乱放杂物、圈地私用等
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对没有手续使用率低
的小凉房、废弃自行车棚、小区菜窖进行拆除。

目前，全区老旧小区改造共拆除凉房
5887.5平方米，违建17349平方米，回填菜窖
1928个，最大限度释放小区的公共空间，用于
施划公共车位、新建健身器材、增大绿地面积
等，极大丰富居民的户外活动选择，进一步提
升居民幸福指数。

青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举介绍说，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房屋和环境
的翻新，还实现了物业“软件”同步升级。有物
业的小区改造后，居民物业费的收缴率逐步上
升，小区物业配套服务能力也得到极大提升，
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增强。无物业小区改造后，
通过与市场化物业公司洽谈对接，按照“有保
洁、有保安、有维护”的标准进行管理，逐步实
现居民小区物业化管理的全覆盖。

““血管血管””通了通了 ““容颜容颜””靓了靓了 心情好了心情好了

□本报融媒体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靳威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引擎”作用，积极探索“党建+产业发展”“党
建+美丽乡村”“党建+网格治理”等模式，推动
党建链条与“发展链”“生态链”“治理链”等多
链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五原县全面推行“五化协同、大抓基层”发
展机制，以村民小组网格化“微治理”为载体，将
党小组建立在网格上，推进“多网融合、一网统
筹”。4514名网格员服务782个村民小组，村民
理事会、党员先锋队、巾帼服务队等2055个“微
组织”活跃乡间，累计开展基层党务、信息采集、
诉求受理、巡查走访、政策宣传等服务2468场
次，受益群众3万余人。依托乡镇基层党校、党
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活动站（所）等阵地，建
设“板凳学堂”，利用“古郡先锋”“黄河至北”等

融媒体平台，广泛建立学习微信群、直播会议
室，开设“云端课堂”，培训农村党员6946人。

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五原县的重点
工作，截至目前，117个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全部
提标，782个村民小组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完成，
构建起县、镇、村、组4级党群服务便民体系，党
务、民政、计生、医疗、农经等6大类39项公共
服务事项全部实现在村代办。以推进“全国红
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为契机，将“庭院经济建
设”纳入全县“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
目，全面优化村庄布局，建成通村公路3038公
里，新增绿化造林 5000 余亩，改造水冲厕所
8000余个，创建美丽庭院8200余户。成功创
建自治区级生态村69个，隆兴昌镇联星光伏新
村、王善村入选“中国最美村镇”，塔尔湖镇联
丰村入选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胜丰镇
美丰一组入选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天吉泰镇
二合永村入选全区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五原县以成功创建全国农村产业发展示

范县为契机，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界限，在新
建农牧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党支部，在大
型园区项目、农业生产一线设立党小组，创新

“党建+产业”“支部+合作社+农户”融合发展
模式，构建区域“党建联合体”。以“百企联百
村”行动为载体，全面推进“园区引领、企业带
动、抱团发展、旅游拉动、就业促进”5种产业发
展机制，160家“农字号”企业与1097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133 个家庭农牧场结成利益链条
902个，带动全县3.8万户农户人均增收2000
元以上。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出台7项人才振
兴政策，组建 71支“党群服务队”“专家服务
团”，55名党员干部担任党建指导员、105名农
科人才担任科技特派员，向138个产业园区聚
集用功、开展服务，“手把手”培训本地“土专
家”46名、农村信息员782名，带动143家合作
社、33个家庭农场参与全县产业链经营，帮助
农户生产效益实现最大化，园区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2%。

“多链”融合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海勃湾区
打造“黄金4分钟”急救圈

本报乌海9月21日电 海勃湾区自去
年以来着力打造中心城区“黄金4分钟”急救
圈，给胸痛、脑卒中、创伤等重点人群留出生
命通道，让心脏骤停的患者在第一时间得到
救治。

如今，海勃湾区已在火车站、飞机场、长途
车站、各大商超、学校、社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
场所安装了100余台智能急救站并投放了100
余台AED。急救站24小时滚动播放AED使
用方法、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并配备了医用
口罩、止血包扎、伤口处理等急救用品。据统
计，海勃湾区中心城区AED的配备量已达到
每10万人33台，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同时，首
次创新性实现了急救联动模式——将AED布
点信息及定位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嵌入医院生
命急救地图，遇到紧急情况时，急救人员可以
通过急救地图精确制导报警人在最近的地方
取到AED并正确使用AED。

近年来，海勃湾区还持续开展了面向公
众的免费急救技能培训，已累计完成普及性
培训1万余人次，1214人取得救护员资格。
今年，海勃湾区红十字会重点针对安装智能
急救站的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开展了百场公
益培训、“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确保市民
在碰到突发意外时能及时自救互救。

（融媒体记者 郝飚）

和林格尔县
党建引领激发集聚集约效应

本报呼和浩特9月21日电 和林县坚
持党建引领，按照“种养加销”一体化，精准
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
制，加快延链补链强链，激发集聚集约效应，
把产业紧紧吸附在牛、羊、生猪、饲草四条产
业链上。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和发展为企业
办实事的长效机制。在通过联建、联学、联
做、联商，建立跨领域、跨行业、跨层级、跨地
域、跨产业党建联合体的同时，和林县坚持
全方位党建引领、全过程互融共促、全覆盖
服务保障，把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到产业发展
的全部环节和每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产业在
四条产业链上开花结果。
（融媒体记者 王雅静 实习生 张晓琴）

东乌珠穆沁旗
开展“秋季攻势”专项行动

本报锡林郭勒9月21日电 为全面贯
彻落实全区法院执行队伍警示教育暨规范
执行行为专项整治动员会精神，纵深推动

“百日攻坚”取得实效，近日，东乌旗人民法
院组织开展“秋季攻势”专项执行行动。

东乌旗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次行动，活
动开展前期，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会议，进行
周密安排部署，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在旗人
民法院微信公众平台发出执行通告，敦促被
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活动中，在锡林郭勒
盟中级人民法院统一指挥下，执行干警雷霆
出击，亮剑执行，奔赴执行一线。

本次行动，东乌旗人民法院共派出执行
干警27名、警车6辆，行动当晚，成功执结1
件，次日执结6件，合计执行回款30.45万元，
实现了“纸上权利”成为“真金白银”的效果，
有力震慑了“老赖”存在的侥幸心理，营造了
失信寸步难行、“老赖”无处遁形的威慑高压
态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东乌旗融媒体中心）

太仆寺旗
暖心！乘坐“专车”接种疫苗

本报锡林郭勒9月21日电 连日来，太
仆寺旗建兴社区工作人员以打电话、组织志
愿者入户等多种方式，对社区居民疫苗接种
情况进行摸排后了解到，还有部分高龄老人
因行动不便或者子女不在身边，无法前往医
院接种疫苗。知晓这一情况，建兴社区当日
就联系车辆接送高龄老人接种疫苗，并全程
细心陪护。

建兴社区黄振玉老人今年88岁，儿女常
年在外，因出行不便，一直未完成疫苗接种。
老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专程陪同下来到了医
院疫苗接种点。从乘车到接种疫苗，从留观
到返程，每个环节都在工作人员的尽心尽责
陪护下完成。“儿女工作忙，多亏社区工作人
员接送我打疫苗，我感到十分温暖，车接车
送，还专人陪同，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接种疫
苗是好事，我们虽然年纪大，但是也要积极响
应国家的政策，为防疫贡献自己的力量。”刚
刚接种完的70岁老人肖玉花说道。

专车接送、贴心陪护、暖心搀扶、有序引
导、答疑解惑，建兴社区工作人员用最温情
的服务，最大程度地给老人们提供方便，做
好疫苗接种“最后一公里”服务，完成了老人
们接种疫苗的心愿。
（太仆寺旗融媒体中心 刘晓晔 李可心）

●秋收时节，额尔古纳市人民
法院开辟涉农案件“绿色通道”，将法
庭搬到农牧民“家门口”，就地调解、
就地审理、就地结案。巡回审判团队
利用深入田间地头的机会与农牧民
近距离接触，从法律层面引导大家构
建和谐共处的乡间邻里关系、家庭关
系，做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普法一
方，保证农牧民诉讼、农忙“两不误”。

（额尔古纳融媒体中心）

●日前，五原县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组织作业人员、作业车辆对12
个城郊村的垃圾死角和建筑垃圾进
行了集中清理，共清理垃圾约 30
吨，有效解决了市民反映强烈、严重
影响市容环境的突出问题，全面消
除了城区周边暴露垃圾积存现象，
提高了市民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

（五原县融媒体中心 张帅）

●为增强广大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和抵御火灾能力，有效预防和遏
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科尔
沁区消防大队“北疆蓝焰”志愿服务
队走进农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
动。 （科尔沁区融媒体中心）

●为提高学生反诈骗意识，近
日，开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走进校
园，组织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交流会”。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为更好地进行创建文
明城市宣传，倡导居民讲文明，讲礼
貌，由赛罕区调查分中心和退役军人
事务局牵头，联合医保局、税务局、检
察院、气象局党支部深入赛罕区兴康
社区艺术团楼小区，共同开展“我为
创城做贡献，党员干部走在前”主题
党日活动。 (赛罕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海勃湾区委统战部、区
委宣传部、区民委联合举办了“我身
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巡回宣讲
活动，活动通过讲述百姓身边的民
族团结进步故事，让民族团结的种
子深植于心。 （董嘉言）

●为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的
普及率，提高防范技巧和救护技能，
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日前，鄂温
克旗红十字会开展了以“做学校社区
的急救英雄”为主题的全旗校医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全旗42名中小学教
师参加救护员培训。

（鄂温克旗融媒体中心）

●面对新旧机型技术融入、人
员培训任务重、上线运营时间紧等
诸多困难，中铁十五局轨道运营公
司新朔铁路运输处专门安排指导司
机循环式，趟趟上线添乘，加强行车
指导，提高了乘务员熟练掌握该型
机车的操作要领，把好接车组织、整
备整修、人员培训、上线运用“四
关”，保证了大功率交流机车稳定运
营，首组HXD3C交流机车已安全
走行 83057公里。截止 8月底，该
运输处共有4台HXD3C交流机车
上线运营。 （李勇 仝鑫磊）

●日前，玉泉区工会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劳动者港湾”揭
牌。劳动者港湾在原落雁青城驿站
打造，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将建成劳
动者港湾、劳动公园确定为献礼建党
百年的一项民生实事工程，同时列入
区总工会“我为职工办实事”项目。
（玉泉区融媒体中心 张婷 郑轩）

●乌审旗环城交管中队精心制
作口袋书、学习卡、小视频、微课程，
创新推出永胜课堂、交通新闻宣传
郑丽颖工作室、交通组织规划阎虎
工作室、交通信号控制顾洪亮工作
室等微课堂、微警校，将执勤执法现
场、事故处理现场、执法办案大厅、
办事服务窗口作为“小课堂”、练兵
场，边战边练、练战结合，营造处处
是课堂、时时能学习的良好氛围。

（周磊）

●为筑牢干部职工抵御酒驾醉
驾防线，近日，霍林郭勒卫生监督所
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会
上强调干部职工要做到“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杜绝侥幸心理，做
到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
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自觉。
（霍林郭勒融媒体中心 包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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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新开河流经麦新镇新开河流经麦新镇。。

喜获丰收喜获丰收。。沿河巡逻沿河巡逻。。

红色沃土红色沃土

采摘林果采摘林果。。

绿海飘香绿海飘香

采摘李子采摘李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邱琦 胡建华 胡立忠 摄影报道

草木葱茏，河水潺潺，果子飘香。9月的开
鲁县麦新镇，处处是都是无边的绿、迷人的景。

麦新镇，因《大刀进行曲》作者、人民音乐家
麦新工作并安眠于此而得名。近年来，该镇传
承红色基因，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与建设成
绩斐然。

西拉木伦河、新开河流经麦新镇11个村，
绵延32公里，为沿河两岸植被和农作物生长创
造了条件。说起这两条河，十三排村党支部书
记袁吉朱打开了话匣子：“河水已经来了近一个
月时间，因为有这个水，我们村的1000亩公益
林树更绿了、草更茂盛了，地下水位提升了有两
到三米，再就是沿河的农作物也不用浇那么勤

了，在节约水的同时，我们农民也节省了开支。”
为加强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保障河道行洪

安全，麦新镇严格落实河长制，压实镇村两级河
长责任，巡、治、管、护四措并举，正和镇村干部
巡河的麦新镇镇长王旭介绍说：“党政主要领导
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加强河道四乱治理。今年
共发现违规种植24起、450亩，都已全部处置
完毕。”

麦新镇坚持产业生态化思路，既要“绿水青
山”，又要“金山银山”。在推进生态恢复过程
中，积极引导群众发展果品经济林。王旭介绍，
全镇共栽植经济林3.6万亩，主要品种有沙果、
鸡心果、贵妃李子等，今年预计果品产量能达到
800万斤，林果亩收益在5000元以上。说起未
来发展，袁吉朱表示，十三排村将依托独天独厚
的红色资源和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不断壮大集
体经济，让农民吃上生态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