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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市·风景线

■盟市·看点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张兆琪

“中华民族一家亲，装点祖国面貌新。民族
团结颂赞歌，携起手来建家园。各族人民跟党
走，永远不忘党的恩。”深秋，在科右中旗党群服
务中心罕乌拉社区，老党员韩留柱深情赋诗，歌
颂民族团结。

韩留柱是罕乌拉社区居民，他经常身着军
装，胸前佩戴军功章，在社区居民中讲述红色故
事，让居民在一个个故事中深刻认识民族团结
的重大意义，坚定他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的决心和信心。

近年来，兴安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
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
统，积极创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社区环
境，把社区打造成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
庭。

罕乌拉社区有一个初心馆，用“铭记历史忆

初心”“砥砺前行守初心”“牢记使命悟初心”3个
篇章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史，让各族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学党史、知党情、
强党性。

“初心馆内除了党史，还增加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应知应会内容。另外，在小区文
化长廊处也设置了相关内容，居民走过路过就
能看到，达到耳濡目染的效果。”罕乌拉社区党
支部书记于伟鹏说。

该社区从190名党员中选出有影响力的老
党员、优秀退役军人、退休老干部成立“家门口
唠嗑队”，每周轮流宣讲红色故事，用亲身经历
感动身边人。社区还不定期组织党员群众坐在
一起，结合自身经历讲感悟、谈体会，通过思想
共识和精神共鸣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无独有偶。乌兰浩特市都林街腾飞社区开
设“乐学”板块，搭建学习平台，让党的民族理论
政策常学常用常新。社区还组建了草原学习轻
骑兵——腾飞社区宣讲小分队，在小广场、楼

道、庭院与居民面对面宣讲民族英雄故事，分享
身边民族团结典型事迹。

每当腾飞社区热闹起来的时候，就是都秀
敏民俗小课堂又开课了。她经常在这里义务培
训居民制作民族手工艺品，深受辖区各族群众
喜爱，每次开课都会吸引大批群众前来学习。

兴安盟各社区着力搭建有利于各民族群众
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
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积极营造各民族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载体和平台。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罕乌拉社区发挥资源
优势，建立了党史学习教育驿站，利用珍藏的千
余册书籍，供党员和社区居民学习。现如今，每
天都有不少社区党员和群众走进驿站学习。

已经成立4年的扎赉特旗党群服务中心多
兰社区老年大学，现有书法、瑜伽、葫芦丝、电子
琴等12个班，学员400余人。据老年大学校长
王凤华介绍，社区为学员们准备了汉族、蒙古
族、维吾尔族、傣族等各民族服饰1000余套，开
展文艺活动时，无论编排哪个民族的舞蹈，大家

都会踊跃参加。每逢节假日，大家还会在一起
剪纸、刺绣，共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兴安盟各旗县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
载体，在社区、小区、楼宇单元、社会组织大力开
展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微活动”。罕乌拉社
区通过开展“社区微小事·点滴暖人心”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以“一二三”模式开展草原雷锋服务；“七彩
关爱”帮扶活动，将关爱送给贫困党员、低保家
庭、残疾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下岗失业人
员，让他们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这两天，扎赉特旗音德尔镇多兰社区“和事
佬温馨调解室”接待了两位居民，他们因为车库
安装空调位置发生了纠纷，经过沟通调解，最终
二人意见达成共识。这个“和事佬温馨调解室”
采取社区法律顾问专业调解模式，成立4年来，
消除了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引导社区各族群众
共同建设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温暖”社区，营
造了“居在多兰、乐在多兰、融在多兰”一家亲的
氛围，打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兰样板”。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何康红

“有了这些‘秘境之眼’，再也不愁拍不到野
生动物了！说不定我们也能拍出像中央电视台
播放的珍稀野生动物画面呢！”秋日里，内蒙古
大兴安岭绰尔森工公司自然保护地管理处的管
理人员任立中兴奋地说。

所谓的“秘境之眼”就是红外智能探测相
机。通过安装在密林深处的红外智能探测相
机，抓拍到野生动物在森林中活动的珍贵影
像。为此，林业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狍子、赤
麻鸭、树鹨、灰林鸮、野猪等野生动物的身影。
初秋，记者跟随绰尔森工公司自然保护地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来到绰尔雅多罗湿地，通过红外
相机最近拍摄的资料，抢鲜观看最新的野生动
物活动画面。

内蒙古绰尔雅多罗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内蒙
古大兴安岭绰尔森工公司全胜林场生态功能区

内。湿地公园内有着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和绝
佳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
生存空间。吸引着黑熊、狍子、野猪在此繁衍、
出没。秋沙鸭、灰鹤、花尾榛鸡等珍禽群飞对
舞，啾啾和鸣。据初步调查，湿地公园及其周边
的野生脊椎动物有25目54科 169种。随着国
家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实施，这里的
山林越发沉寂，职工们在来往的路上经常能看
到野生动物的身影。就在记者刚刚进入湿地公
园的路上，迎面遇上了一只狍子。看见汽车经
过，它好像特意给大家亮个相，然后跳下路基，
跃入丛林。过了一段路程，又看见一只花尾榛
鸡站在路旁的树尖上向我们观望。

自然保护地管理处主任刘林海说，他们每
次到湿地来，都能碰到野生动物的身影。为了
掌握公园内的野生动物种类，了解野生动物生
活习性，为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积累第一手资
料，加强对珍稀野生动物动态信息监测，自然保
护地管理处在公园保育区野外动物经常出没的

地方，布设了20部红外相机。每隔10天左右，
自然保护地管理人员都要对所有红外相机进行
一次信息回收，进行整理。让湿地内更多的可
爱精灵从秘境之中走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实
现人与自然邻居不被打扰的相逢。

珍禽鸣叫身影现，异兽隔屏出没中。在绰
尔，不仅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更有波光粼粼
的河流、翠绿如茵的草甸湿地风光。镜头中频
频出现的野生动物，不是偶然，这是内蒙古大兴
安岭生态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近年来，内蒙
古大兴安岭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加大
森林抚育和植树造林力度，智能化开展森林防
灭火工作，超前防治森林病虫害，开展保护森林
野生动植物资源、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等专项行
动，实现了森林面积、蓄积、覆被率三增长，野生
动物种群和数量明显增加。“下一步，我们还将
不断增设红外相机的布设密度，形成对湿地野
生动物资源情况科学监测的全域覆盖，促进科
研监测工作更好开展。”刘林海说。

““秘境之眼秘境之眼””记录林中精灵记录林中精灵

兴安盟兴安盟：：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氛围浓郁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氛围浓郁

■■镜观镜观

本报呼和浩特10月10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近日，呼和浩特市制定
出台首部湿地保护条例，用法治力量保
护“城市之肺”，该《条例》于10月1日起
施行。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有湿地368块、
面积49.95万亩，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1.9%，是首府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共二
十四条，重点明确了经费保障和管理体
制及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方式。特别明
确了湿地范围内禁止行为及处罚标准：
即擅自采砂、采石、采矿、取土、挖塘、砍
伐林木；擅自排干湿地或者永久性截断
湿地水源；擅自开（围）垦、填埋湿地；非
法从事捡拾、收售鸟蛋及其他破坏候鸟
繁殖、栖息湿地的行为；擅自移动或破
坏湿地保护标志；擅自在湿地范围内越
野、野炊以及进行其他破坏湿地生态环
境的行为；擅自引进任何可能造成湿地
环境破坏的外来物种；非法捕捞鱼类及
其他水生生物；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向
湿地排放污水、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向
湿地及其周边倾倒固体废弃物、垃圾；
擅自新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以及其他
破坏湿地的行为会受到最高50万元，最
低500元的相应处罚。呼和浩特市将继
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
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动湿地保护与
修复工作，并采取措施确保《呼和浩特
市湿地保护条例》的贯彻实施。

呼和浩特市
首部湿地保护条例施行

本报锡林郭勒10月10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武雅丽）近
日，东乌海关指导德丰源种植专业合作
社完成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备案工作，
这是锡林郭勒盟首个供港澳蔬菜基地，
也是呼和浩特海关关区首个供港澳蔬菜
种植基地。

马铃薯是太仆寺旗的特色农作物，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质疏松等自然
条件成为马铃薯种薯种植得天独厚的优
势。“过去，马铃薯种植生产规模小，且没
有市场竞争力。后来，通过成立合作社，
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实现了产业升级，现
在我们种植的马铃薯亩产能达到6吨！”
德丰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梁利国
说。实现产业升级的德丰源迎来了快速
发展期，在满足京津冀等北方市场的同
时，还远销至海口市，实现了与海南省马
铃薯的直供直销。如今企业负责人又将
目光投向了粤港澳大湾区，准备将草原
上生长的马铃薯投放到大湾区人的“菜
篮子”里。

9月初，在了解到企业有申请供港
澳蔬菜基地备案的意向后，呼和浩特海
关所属东乌海关立即组成工作组，来到
太仆寺旗德丰源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备
案前的实地指导，详细了解基地农作物
生长和窖储情况，实地指导完善硬件设
施，建立卫生标准管理体系。“海关3个
工作日就帮着完成了备案，大大减轻了
秋收的仓储压力。现在我们可以把土豆
直供给香港和澳门啦！”梁利国兴奋地
说。

据悉，今年以来，东乌海关主动对接
辖区各企业，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企业服务台账，化监管为服务，时
刻关注企业准备情况，多渠道加强对企
业指导，至今已建立 12家企业服务台
账，累计解决企业困难诉求13项。

锡林郭勒盟
有了首家直供港澳
蔬菜基地

本报包头10月10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近日，包头市财政局下达2021年中等职业
教育专项资金3235万元，主要用于改善办学
条件、推动学科专业建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推进产教融合和开展师生
技能竞赛活动、推动该市公办职业教育改革试
验区建设。

包头市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重点推动学位不足、基础能力薄弱地区改善办
学条件，增加学位供给。支持各公办中等职业
学校提升办学质量，持续完成高中阶段教育普
及攻坚任务。继续实施现代中等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工程，重点支持2019年启动的县域标
准化学校项目，结合规划继续开展骨干特色创
新型专业建设。启动实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对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承接项目任
务给予支持，确保项目任务的顺利实施。推动
开展技能大赛，重点奖补技能大赛获奖学校，
推动相关品牌专业建设。支持各学校打造优
质专业，发挥优质专业带动辐射作用；推动1+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保障试点效果；推动自
治区现代学徒制制试点学校开展试点工作；巩
固国家级示范校建设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奖
补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较好单位。

包头市
3235万元专项资金
扶持中等职业教育

本报锡林郭勒10月10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日前，首列采用“快通”模式（出口铁
路快速通关模式）申报的中欧班列货物从二连
浩特铁路口岸成功发运，该批货物为3票3个
标准箱1632件汽车轮毂，搭载“齐鲁号”中欧
班列由济南董家镇站启运，自二连口岸出境至
俄罗斯沃尔希诺。这是铁路“快通”模式上线
以来首列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出的中欧班列。

据悉，“快通”模式优化以往业务流程和监
管模式，实现海关、铁路、运营企业数据互通，
三方协作共同监管，进一步压缩中欧班列申报
成本，实现智能化监管、数字化通关、加速度验
放，确保中欧班列在口岸高效通行。对于转关
货物而言，采用铁路快速通关模式通关，企业
无需再办理转关申报、放行、核销手续，通关手
续方面大幅度缩减；海关人员只需通过铁路新
舱单系统快通业务模块，便可实现对列车所载
货物转关运输监管，进一步提高转关货物口岸
通关效率。新模式的上线运行，实现了数据在
海关、铁路和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让报关审
核、解编调动、车辆换装等环节无缝衔接，对于
中欧班列的发展和口岸通关效率的提升都有
重要意义。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开启出口“快通”模式

本报巴彦淖尔10月10日电 （记者 图
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李琎鑫）近日，巴彦淖
尔远景能源有限公司首台风机下线。

据了解，远景能源巴彦淖尔智能风机装备
制造项目于2020年8月18日开工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 52 亩，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年产能
500台套 3MW-6MW 智能风机，重点辐射
陕西、甘肃、宁夏及内蒙古西部地区。该公司
首台风机的顺利下线，标志着该项目已完全具
备风机制造和装配生产能力。这是巴彦淖尔
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大力发
展风机装备制造业的一项重要成果，为巴彦淖
尔市及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风电装
备制造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为早
日形成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园一业”
之一的装备制造园区奠定坚实基础。

巴彦淖尔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首台风机下线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近日，2021赛罕区“中国农民丰
收节”主题活动暨首届特色农产品展
销会在赛罕区金河镇曙光村拉开大
幕，来自5个镇和涉农街道的农户、周
边村民和首府市民相聚一起晒丰收、
话丰收、庆丰收。

赛罕区60多家知名农牧业企业
带着自己的“主打”农产品亮相展销会
场。多种多样的无公害蔬菜，火龙果、
草莓、葡萄及稀有的紫苏、网纹甜瓜等
瓜果，艳丽多彩的精美花卉，各具特色
的农副产品，以及四处布满丰收小品
的布展环境，让人感受到赛罕区现代
农牧业发展的累累硕果。活动现场，

赛罕区乌兰牧骑带来了庆贺丰收喜悦
的歌舞、说唱表演，搓玉米、运粮食、吃
西瓜等农民趣味运动会，让大家在欢
声笑语中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据悉，2021年，赛罕区农牧业取得
突破性进展，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45.3
万亩，稳定粮食作物38.59万亩。新增
设施农业200亩，新增露地蔬菜2万
亩，万头奶牛示范生态牧场、万头奶山
羊养殖基地开工建设。累计完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2.6万亩。该区围绕
金河镇、巴彦街道和黄合少镇设施农
业基地，重点培育了蔬菜、瓜果、花卉等
系列主导产品，水肥一体化、蚯蚓肥、二
氧化碳气肥等施肥新技术得到推广应
用，农产品主打品牌效应，让首府的“菜
篮子”更有机、更绿色，更放心。

金秋九月，兴安大地迎来一年中的
收获季节。漫山遍野的沙果缀满枝头，
果农们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图为
科右前旗俄体镇齐心村的果农正在采摘
熟透的糖心沙果。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
讯员 毕力格 摄

金秋硕果百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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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丰收啦丰收啦！！

““柿柿柿柿””如意如意。。

展示丰收果实展示丰收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