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刚

在阿荣旗新发乡东光村，村民柳松玲今年
晒了30多公斤新鲜的红辣椒。一部分辣椒做
成辣酱，一部分经过晾晒后研磨成辣椒面，用于
制作泡菜和佐餐调料。

过上富裕的生活是阿荣旗农牧民群众最开
心的事儿。靠着东光村这几年红红火火的旅游
业，柳松玲过上了好日子。“东光村的特色旅游
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实现了在家门口
创业就业的致富梦想，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好了。”
柳松玲对现在的小日子非常满足。

近年来，阿荣旗持续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围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谋划举措，落实任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面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让农村成为农民
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阿荣旗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高
产创建、节水增粮等工作，确保稳定粮食产量。

同时，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一
产、谋划二产、推进三产，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全旗进一步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
通过土地流转、农田托管、土地入股等方式，发展
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打造了一批示范合作
社。阿荣旗积极支持镇办企业和村办企业，重点
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绿色环保类项目，高效转
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这几年，农区畜牧业转型升级在阿荣旗成
功破题，奶业振兴全面启动。阿荣旗探索土地
规模化经营、全循环产业链发展模式，谋划实施
了69个奶牛养殖场、肉牛育肥基地、高标准农
田等项目，重点打造了15个“设施农业型、农旅
结合型、农牧主导型、产业园区型、智慧农牧业
型”等五型示范村。

围绕乳业全产业链建设，阿荣旗加快畜牧
业转型升级，推广奶牛生态化、规模化养殖，大
力推进奶源基地、饲草料产业、奶牛种业提升等
项目，打造高端有机乳制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尽快实现奶牛存栏20万头，带动青贮种植100
万亩，促进就业1万人。

阿荣旗加强同金融部门合作，创新金融贷

款模式，推动养殖设施、保单订单、生物活体等
抵押业务尽快落地，扶持奶源基地做大做强。
同时，以乳业为牵引，阿荣旗推进乳、肉融合，发
挥奶源基地年产约7万头公牛犊的优势，全力支
持呼伦贝尔肉业集团扩能改造，谋划引进肉牛
产业综合开发项目，打造全区最大的肉牛基地
和国家级核心育种场。

为了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阿荣旗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因地制宜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污水处理，完
善农村环境长效保洁机制，有效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质量。

阿荣旗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
网络通讯、供水供电、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务，重
点解决好水毁桥涵建设、道路养护问题，持续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全旗进一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
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村级议事协商
制度。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行动，在当地培养一
批“土专家”“田秀才”和村级致富带头人，为乡
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全面引领乡村产业
振兴。

阿荣旗乡村振兴迈出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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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牡丹

深冬的察哈尔草原，白雪皑皑，银装素裹。
在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苏木查干德日苏嘎查牧
民乌尼尔其其格家里却温暖如春，牧民围坐在
一起，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乌尼尔其其格的宣
讲。牧民们一边做着笔记，有不明白之处立刻
提问，听到动情处发自内心地鼓起掌来，屋里不
时传来欢快的笑声……

乌尼尔其其格是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代
表。从呼和浩特市回到家乡后，她用几天时间
准备了课件，并结合自家牧业生产经营经验，深
入浅出地为邻里们讲解自治区党代会提出的扎
实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等内容。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乌尼尔其其格始终没
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牢固树立爱民、亲民、为民
的思想。在她心中，牧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她
积极带领牧民群众致富奔小康。查干德日苏
嘎查草场少、人口多，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日趋
恶化……乌尼尔其其格认为，只有改变靠天养
畜的传统模式，走科学养畜之路，才能引领牧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2013年，她创办了“牧人
之家”旅游项目，吸收嘎查4名贫困户妇女参与
经营，通过开展奶制品、奶酒、肉食品加工等，
助力贫困户妇女脱贫致富。经过几年的艰苦

创业，“牧人之家”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丰收”。2011年，她与丈夫牵头出资，组织
嘎查5户贫困牧民，成立了镶黄旗营盘肉羊养
殖育肥专业合作社。经过10余年的精心经营，
合作社各项机制逐步完善，经济效益一路攀
升，合作社繁育的察哈尔基础种羊被旗里确定
为“察哈尔羊核心群”。

与此同时，乌尼尔其其格自家也成为了镶
黄旗205个察哈尔羊核心群养殖户之一。她坚
持以草定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科学繁
育、严格选育、标准化饲养，探索出一条“精养、
少养、绿色、高效”的生态可持续草原畜牧业发
展之路。近些年，她家3800亩草场上留下过冬
的察哈尔羊数量从未超过200只，不过年均纯
收入也从未少过20万元。

察哈尔羊是镶黄旗为了适应当地自然资源
条件和市场需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运
用杂交育种的方法，以内蒙古细毛羊为母本，德
国肉用美利奴羊为父本，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
而成的抗逆性强、肉用性能良好、繁殖率高、遗
传性能稳定的优质肉毛兼用羊新品种。2012
年，《察哈尔羊品种标准》审定颁布；2014年 1
月，“察哈尔羊”新品种正式被国家农业部命名；
2016年，察哈尔羊肉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认证。

作为察哈尔羊主产区，镶黄旗面对草原半
荒漠化严峻的自然条件，坚持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积极转变畜牧业生
产方式，全面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
立和巩固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现代生态畜牧
业发展模式。调整优化畜种结构、培育和扶持
良种察哈尔羊产业是该旗在“十三五”期间畜牧
业提质提效稳增收的一条重要举措。该旗结合
人均草场面积较小的实际，走“少养精养”之路，
在稳定控制养殖数量的同时确保养殖质量，通
过科学确定察哈尔羊养殖区域，建成自治区级
察哈尔羊种羊场，充分发挥“察哈尔羊肉”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效应，推进规模化养殖、
集约化经营，现代畜牧业生产经营体系初步形
成。2021年全旗察哈尔羊存栏量达到20万只，
比2015年末增加7万只。

“这次党代会上，石泰峰书记说要保持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真正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全区各族人
民赖以生存和发展、寄以深情和挚爱的美好家
园。对于我们牧民群众来说，怎么做才能落实
这一要求，让家乡更加美丽呢？”在大家认真思
考片刻后，乌尼尔其其格说：“我认为，还得在察
哈尔羊上做文章，努力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
发展壮大我们嘎查的集体经济，夯实乡村牧区
振兴的产业基础，坚定不移朝着生态良好、生活
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朝着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朝着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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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右中旗“家门口”唠嗑
队将党史学习宣讲平台从“阵地式”改
为“流动式”，将“坐等上门”改为“送学
上门”，将党史学习从会场、教室转移
到社区、公园、广场，以“拉家常”的方
式与各族群众面对面讲党史谈心得，
将大道理变成小故事，将枯燥的理论
宣讲转化成一个个有灵气、冒热气、接
地气、得人气的感悟和分享，让各族党
员群众更深刻、更具体地感受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包向东
张泽蒙）

●近日，达茂旗召开创建内蒙古
自治区林草碳汇试点中心专家咨询
会。咨询会上，自治区林草方面专家为
大家详细讲解了目前林草碳汇发展背
景、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等，与会人员
探讨了达茂旗草原碳汇试点建设的思
路，对推进林草碳汇工作中的问题进行
分析并给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达茂旗融媒体中心 肖旭婕）

●近日，由苏尼特左旗文体旅游
广电局主办，旗搏克协会承办的“‘羊’
名天下 印迹草原”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2021年“苏尼特”杯搏克团体赛和
2021年“双健将乌力吉”杯搏克赛在当
地中学体育馆举行。来自7个苏木镇
的代表队参加了“苏尼特”杯搏克团体
赛，64名青年搏克手、32名老年搏克手
参加了“双健将乌力吉”杯搏克赛。

（苏尼特左旗融媒体中心 王婷
婷 宝勒尔）

●乌审旗环城交管中队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民
忧、纾民困、暖民心、惠民生，实现“民
心”与“初心”同频共振。组织民警进
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摸清群
众所盼、企业所想，直面问题、解决难
题，争取社会各界对公安交管工作的
支持和理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警风警纪监督员及媒体记者、客货
运企业员工、学校师生、交通事故当事
人等召开座谈会，收集对公安交管工
作的意见建议。 （周磊）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
牧骑民兵排在内蒙古军区第九次党代
会“北疆卫士心向党”汇报演出中表演
节目《心系国防谱华章》，该节目获得
曲艺类二等奖。

（赛罕区融媒体中心 王丹）

●为全面落实落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日前，松山区组织开展
疫情防控风险点大排查大整治专项督
查行动。此次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将
进一步消除全区疫情防控风险隐患，
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络，为扎实做好
元旦和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奠
定了坚实基础。

（松山区融媒体中心 王浩）

●为进一步营造党史学习教育的
浓厚氛围，着力提升广大教师学习党
史的思想意识，引导教职工提高政治
意识。近日，乌兰浩特市教育系统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本次活动使广
大教师深刻认识到学习党史的重要意
义和内涵，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
站位，在学党史的过程中汲取奋进力
量，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生活和工
作当中。 （蔺晶）

●为了切实推动玉泉区燃煤散烧
综合治理工作全面落地，解决好群众的

“心肺之患”问题，近日，玉泉区召开燃
煤散烧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提高做好
民生实事的思想认识，强力推进燃煤散
烧治理和散煤管理两项工作。
（玉泉区融媒体中心 张晓燕 郑轩）

●近日，乌审旗乌兰陶勒盖交管
中队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以案
促改、举一反三教育整顿“回头看”各
项措施落地见效，坚持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与专项整治工作有机
结合，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向群众
讲解专项整治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增强了群众安全出行意识。（罗启峰）

●日前，鄂托克旗与乌海市海勃
湾区、海南区“三权不变”企业矿业权
整合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上，海
勃湾区、海南区及鄂托克旗相关领导
围绕各自属地内的矿山企业所有权、
管理权、税收权等企业矿业权问题发
表了意见，推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鄂托克旗融媒体中心 王玉凤）

本报巴彦淖尔12月 21日电 乌加河镇
宏伟村的冬天，寒意颇浓。但对于这里的村民
们来说，却是暖意融融。一大早，他们就欢欢
喜喜地聚集在村委大院里，见证宏伟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股东”入股的重要时刻。

当日，宏伟村党支部领办的宏兴农农民专
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该村103位村民入股
合作社，共募集股资236万元，其中最多的入
股30万元，最少的入股1000元。

今年以来，乌拉特中旗新一届旗委、政府
领导班子，将嘎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破题之举”，将党支部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群
众的能动性相结合，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把
以往分散各自为战的农牧民组织起来，实现抱
团发展、规模经营。

截至目前，乌拉特中旗10个苏木镇11个
试点嘎查村已新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8个，预
计吸收成员667户，筹集资金2104万元，初步
确定9个规模化种植、农机社会化服务、土地
托管、奶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以党支部合作
社为绳，群众和村集体被紧密联系起来，从“一
盘散沙”握成“一个拳头”。

（梁震英 米德格玛 呼和）

九原区人民法院
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包头12月 21日电 包头市九原区
人民法院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解
决群众在诉讼活动中的“急难愁盼”。截至今
年11月份，在案件收案数同比大幅上升的情
况下，案件结案数量质量均有明显提升。

据了解，九原区人民法院今年推出上门释
法、云端庭审等10项便民举措，为群众办实事
60余件，服务机关事业单位500余家、企业80
家、群众1600余人次。开辟“涉企、涉军、涉
农、老弱群体案件”绿色通道，依托移动微法
院、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网上保全平台、电子送
达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线上诉讼服务
体系，全面推进窗口立案、网上立案、跨域立
案，立案庭通过“预约立案”“延时办理”方式为
当事人提供精准立案服务，延时立案4次，预
约立案800多件。深入推进诉前调解、繁简分
流，通过调解平台调解解决各类矛盾纠纷
1730件。立案庭成功批量调解16起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案件，集中快速解决社区群体性物
业纠纷难题。

（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九原区融媒体中
心 董琳）

深山通4G 职工笑开颜

本报呼伦贝尔12月21日电 “我们这最
后一站终于也要通网络了！一进山我们就与
外界失联，这回终于有了盼头！”正在山上卡站
值岗的王大哥欢喜地说道。

内蒙古大兴安岭乌尔旗汉森工公司两洞
八瞭望塔上的无线基站是西日特其林场防火
工作的通讯保障，是乌尔旗汉森工公司最后一
个没有4G网络覆盖的林场，为解决这一问题，
公司党委将4G基站建立摆在首要位置，他们
以电信普遍服务为契机，并将此项工程纳入到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任务清单。

截止目前，208瞭望塔4G基站已建立，配
套设施设备已经全部到位，待调试完成后4G
信号将全面开通。西日特其208瞭望塔4G网
络信号的开通将切实解决了防火通讯盲区的
最后一公里，不仅为防火通讯保障工作奠定良
好基础，还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的生产生活条
件，丰富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融媒体记者 刘玉荣）

党支部办起合作社
农牧民摇身变“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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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乌力更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新营子镇乃莫营子村看到，一
辆辆秸秆打捆机，来往穿梭于广袤
的田野，一捆捆秸秆静卧在丰饶的
土地上。

2018年以来，托克托县争取秸
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2670万元，秸
秆综合利用组织已经达到 90 多
家。其中，秸秆饲料化加工利用 7
家、肥料化利用3家、燃料化利用3
家，购置秸秆综合利用机械200多

台套。通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饲料
化、肥料化、燃料化，有效解决了农
民秋收后秸秆的处理难题，也得到
了农民普遍称赞。

今年，该县种植玉米 90 余万
亩，除农民青储外，实施秸秆打捆
47.5 万亩，打包离田 46万亩，深翻
还田20万亩，回收率达95%以上。

“现在秸秆不用烧了，防火又保护
环境，我们农民也可以在回收中受益，
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乃莫营子村村
民高索半告诉记者。近年来，托克托
县通过宣传，引导农民群众提高认识，
普及焚烧秸秆危害性，营造了保护生
态环境、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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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特勤大队
开展心理团辅活动

本报呼和浩特12月 21日电 为推动交
管支队队伍教育整顿“大补课”成果转化，进一
步落实从优待警、暖警爱警相关政策，在人民
警察节到来之际，呼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特勤大
队开展了以“凝心聚力、别样‘警’彩”为主题的
心理团辅活动。

活动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市公安局
政治部心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蔡云鹏、助教赵恒
利用报数分组、定组名、选组长、喊组呼等方式
将大队干警分成5个小组，通过“花开花落、春
去秋来结果”“桃花朵朵开”“摸石头过河”“珠
行万里”等活动引导大家打开心扉、踊跃交
流。活动氛围轻松愉悦，许多老民警也放下工
作中严肃紧绷的“武装”尽情投入其中。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同时每个人也在
感悟着作为人民警察的职业荣誉感、使命感、
归属感。

这次心理团辅活动寓教于乐，在欢声笑语
中达到了释放干警压力、增强干警职业荣誉
感、促进队伍团结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提升了
大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高祯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