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乌海12月23日电 近年来，乌海市
乌达区基层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加强网格
化管理，网格员通过“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
百家难”，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乌达区将全区划分为199个网格，全面推
进网格融合治理，落实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
理工作，每个网格有300至350户居民，设立1
名网格长、1名专职网格员和多名兼职网格
员，形成“一格多员、一员多责、一员多能”的管
理格局，确保辖区内人和事全进网格，做到不
留死角、不留空档。

在日常工作中，网格员定期走访网格内居
民群众，将住户信息、环境卫生、安全隐患、矛
盾纠纷等进行收集，对有隐患的问题现场排查
整改，对个别现场整改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
社区党委与有关部门协调整治，将矛盾化解在
基层。乌达区还会组织各机关单位部分在职
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网格报到打卡，与物业公
司、业主委员会等社会力量进行志愿服务活
动，参与社区治理。

在工作中不断形成可借鉴、可推广、可操
作的网格工作经验进而推广，以“小网格”推动

“大服务”，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迈上新
台阶。 （融媒体记者 郝飚 实习生 李浩）

乌达区
“小网格”托举起居民“大幸福”

本报锡林郭勒12月23日电 时值年底，
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部门加大力度，向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向社会公开征集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电力、冶金领域安全生产技术服务
中介机构各1家。通过“专家会诊”，帮助企业
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目前，非
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领域共聘请12
名专家开展“专家会诊”工作，发现并整改隐患
127项。同时，向企业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以
集中授课、网络培训等方式开展培训，组织“三
项岗位人员”培训班34期/2645人；组织非煤
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等生产经营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5期、563
人。还推动保险机构参与安全生产社会化服
务工作，督促指导监管企业缴纳安全生产责任
险，实现重点企业投保全覆盖。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西乌珠穆沁旗
用心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飚 实习生 毕晓敏

今年以来，乌海市海勃湾区创新志愿服务
模式，把城区8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农区8
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1＋1”模式结对共建，
打造结对共建志愿服务品牌。在活动中，广大
志愿者不遗余力地为所包联的村（社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共建、
共享、共赢，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再上新
台阶。

因冬天水管破裂造成巷道路面坑洼，曾一
度成为海勃湾区千里山镇新丰村村民的闹心
事。今年“1＋1”结对共建开展以来，千里山镇
新丰村与海北街道东山北社区结成一对，平日
里，社区的志愿服务队走进新丰村积极开展平
整道路等各类志愿帮扶活动。“现在村里大路
连小路，小路通农家，出行方便了，这多亏社区
的帮扶队。”每每说到村里巷道平整的路面，新
丰村村民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一边是城中社区的大力帮扶，一边是乡村

向城中社区回馈的自己的心意。今年秋季，新
丰村的集体经济项目“初心田园”收获了水萝
卜和小白菜，村里的志愿者第一时间把这些新
鲜蔬菜送到了东山北社区行动不便的老人们
手中，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农区城区“一家
亲”。

自“1+1”结对共建活动开展以来，结对帮
扶社区始终从“行”上做文章，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落实各项帮扶措施，着力解决群众出行、生
活难题。同时，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结对共
建为契机，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为目标，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共同开展
乡村文明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让新
时代文明实践逐渐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为乡村
文明创建工作注入活力，打通了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新和社区是海勃湾区城郊的涉农社区，城
区的滨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考虑到新和
社区老年人居多、距离市区较远，便将“天使到
家”爱心义诊项目确定为结对帮扶项目并常态
化运行，每月滨河社区积极联络市区各医疗单

位，让新和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
优质服务。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
展以来，城区的狮城社区党委与千里山镇王元
地村建立了购买帮扶推广、带销农副产品等渠
道，让健康绿色无污染的乡村有机食品可以直
接送到居民的餐桌上，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农
产品销售难题。

海勃湾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莘
悦英告诉记者，通过一年的运行，海勃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形成了以结对共建为主题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志愿服务体系，并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1＋1”模式搭建起城区与农区
群众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打通服务信息传送
渠道，促进文明实践发展和农牧民素质提升相
融合，文明实践和乡村文化振兴相结合，打造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常态化。同时，“1＋1”模式
把结对互助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
内容，坚持“中心引导、所站动员、邻里守望”，
有效把群众聚集起来，整合现有的资源和平
台，统筹调配使用，提高资源利用率，让文明之
花遍地开，文明共建结硕果。

海勃湾区：城乡携手“1+1” 文明之花开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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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昆都仑区融媒体中心 雷媛媛

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展露新貌，畅通后的
白云路联通城区南北，口袋公园里的市民载
歌载舞，农贸市场整洁有序……今年，包头
市昆都仑区聚焦群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呼
声与期盼，用绣花功夫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
管理，切实让市民感受到家园日新月异的发
展和变化。

聚焦“食”还“放心”于民。12月21日早上
8：00，昆都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检员牛晓娟
准时坐在大菜窖农贸市场的快检室里，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你好，请帮我检测一下这块猪排有没有
瘦肉精？”家住新星美地小区的赵丽刚提着一
袋刚买的猪肉出现在快检室窗口。

牛晓娟取下一小块样本，迅速投入工作。
20分钟左右，检测结果出炉，“克伦特罗含量为
零，您就放心食用吧。”牛晓娟笑盈盈地说。

记者从昆都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自今年3月起，昆都仑区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你
点我检”活动，安排9名专业检验人员深入辖区
大菜窖、光彩街等18个农贸市场，重点针对农
药残留、兽药残留、病害肉等问题开展检测活

动。到12月中旬，共检验农残5718批次，病害
肉 1467 批次，兽药残留 626 批次，合格率为
99.9%。

随点随检的食品安全快检技术，既提升了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生产经营者的诚实守信
意识，同时也为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撑起一
片明净天空。

聚焦“住”还“安居”于民。近日，西友谊22
号街坊内安装了休闲座椅，锦绣佳园社区里拆
除了违建粮库，阿10街坊社区里搭建了便民车
棚……不经意间发生在身边的“小惊喜”让住
在其中的老百姓感觉到生活越来越方便。

家住青松小区六区的李素娥奶奶一边在
崭新的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一边和记者细数
生活中的变化：“小区楼房加了外墙保温，单元
楼道更换了新的防盗门，休闲广场上配备了卫
生间……”

城市是由一个又一个“家”组成的，让群众
感受精细化治理的“大甜头”要从改善自己的

“小家园”开始。今年以来，昆都仑区为解决老
旧小区内地下管网、道路硬化及配套市政基础
设施破损、老化、缺失等问题，先后投资3亿多
元，对南排小区、佳园小区、乌兰小区等老旧小
区178万平方米实施综合治理改造工程，惠及
居民22000多户。截至12月初，49处老旧小
区改造已全部完工。

聚焦“行”还“畅通”于民。10月中旬，一则
《白云路近10公里机动车道现已全部贯通》消
息刷爆了包头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太好了，又
一条马路竣工通车了！”家住喜瑞都小区的包
钢工人刘海波转发朋友圈时感叹道。“路又宽
又平，以后出行更方便了。”家住丰盈小区的市
民吴晓宇连连称赞。

以完善城市路网、打通道路拥堵节点、改
造区间道路为目标，昆都仑区今年投入3亿多
元，对白云路、青年路、沼园南路等7条道路部
分路段进行地下管网改造，对邻圃西路、昆北
东路、林荫路北段等10条道路部分路段实施道
路建设工程。截至 10月底，校园中路（丰盈
道-和平新苑东墙）已建成通车，邻圃西路、北
沙梁路、昆北西路、丰盈道南延4条不涉及拆迁
路段已完工，和平三队区间道雨水污水管线铺
设、道路基础完成，北沙梁北路、林荫路北段等
路段均在有序进行征拆中。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当
前，昆都仑区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把城市精细化管理作为改善民生、保
障民生的重要一环，在“系统推进城市更新，精
准优化城市管理”上持续用力，城市因此拥有
了独特的魅力与光彩，人民也收获了满满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昆都仑区昆都仑区：：精细化管理为民更惠民精细化管理为民更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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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赤峰市松山区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推进会，深入分析和查找当
前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对下
一阶段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会议通
报了政务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解读了关
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有关事宜的通知。

（松山区融媒体中心）

●日前，乌海市乌达区举行了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处置综合演练。 演练各
环节要素完备、指挥准确、程序严谨，参
演单位反应迅速、职责明晰、组织有力，
充分展现了乌达区面对突发疫情时全链
条、全流程的应急处置能力，积累了实战
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协同作战和快速响
应能力，基本达到了实战演练预期目标
和效果。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为充分发挥好职业技能竞赛对技
能人才培养的引领作用，近日，杭锦旗成
功举办了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本次竞
赛共设有手工制作、养老护理、中式烹
调、皮雕等8个项目。参赛选手们全身
心投入比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劳动者
的精神风貌和娴熟的专业技能。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王盛楠）

●近日，奈曼旗开展“送医送药到基
层”活动。联合奈曼普仁中蒙医医院，深
入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白音杭
盖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血压测量、
听诊检查、发放药品等义诊活动，截至目
前，累计义诊一线职工 274 人，送药
9600 余元。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近期，阿巴嘎旗为营造电商发展
的良好氛围，举办第一期“电商培训进牧
区、聚人才助振兴”电子商务培训。本次
培训为期5天，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演
练，为该地区大学生村宫、建档立卡脱困
户、回乡创业大学生、返乡农民工、牧区
创业青年等群体传授相关专业知识，帮
助他们熟悉电子商务各项技能，为他们
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指导。

（阿巴嘎旗融媒体中心 占嘎）

●近日，阿鲁科尔沁旗先锋小学举
行昌平区珠算心算协会爱心捐赠仪式。
仪式上，昌平区珠算心算协会向先锋小
学捐赠了价值10万元的高清LED显示
屏、多用途速印一体机、照相机等办公用
品和教学设备。

（阿鲁科尔沁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由乌海市海勃湾区文化馆
举办的“感受戏曲魅力，传承民族文化”
2021年“戏曲进校园”活动走进海勃湾
区第二幼儿园，让老师和幼儿们体验到
优秀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
海勃湾区京剧票友协会的艺术家们为孩
子们演唱了京歌《梨花颂》、京剧《沙家
浜》等经典选段，精彩的演出给大家带来
了美的视觉享受。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今年以来，克什克腾旗纪委监委
立足职责定位，前移监督关口，对立项、
招投标、施工、评审、整改验收等重点环
节进行“全面体检”。针对全旗实施的
2549户卫生户厕项目，采取入户走访、
查看台账资料、召开座谈会、电话回访等
方式全程跟踪监督，查出问题户厕580
户，目前问题户厕整改工作全部完成并
通过验收。 （宝山 贾国辉）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日最大处理
能力4.5吨的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厂正式
建成。该厂采用国内现行最先进的高温
干法化制处理设备和工艺，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高蛋白有机物和油脂可用于生产
有机肥料和生物柴油，不但能为及时有
效扑灭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提供保障，而
且做到保护环境，物尽其用。
（西乌珠穆沁旗融媒体中心 鲁晓星）

●近日，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化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化德县非公企业党工委联合在国药控股
大药房乌兰察布分公司和化德县长盛华
佗药房医药有限公司，打造7个“爱心驿
站”，并组建起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爱心
企业捐赠的运行机制，确保“爱心驿站”
能够持续运行。“爱心驿站”成为一线劳
动者的补给站、社区居民的暖心屋、广大
市民的精神家园。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为进一步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走深走
实。近日，海南区开展万名机关干部下
基层志愿服务活动，以卫生清扫、规范停
车等志愿服务的方式为文明小区创建营
造良好氛围。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本报通辽12月23日电 据统计，今年前
10个月，开鲁县红辣椒及红辣椒产品出口实
现大幅增长。

开鲁县红辣椒出口强劲增长态势，与通辽
海关助力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密不可分，近年
来，通辽海关把支持开鲁红辣椒出口作为促农
增收，推动外贸发展的重要抓手，从源头种植、
生产过程、成品检验等多环节开展监管；引导
企业和种植户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完善并加强
食品安全自我管理体系；与地方农业部门共同
研究出口国标准，助力其获得生态原产地和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双认证”等。

目前，开鲁县辣椒产业从种植、冷冻储存
到深加工产业链逐步完善，种植面积达60万
亩，产量超过175万吨，占全国辣椒总产量的
22%。现有辣椒冷冻储存加工龙头企业 15
家，成为全国最大的县域红辣椒生产、加工、流
通基地，红辣椒产业带动了全县2万户农民从
事红辣椒种植行业，5万余人实现该领域就
业，成为通辽县域经济发展的亮点之一。

（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谭娟娟）

开鲁县
红辣椒产品出口实现大幅增长

本报包头12月23日电 近日，达茂百灵
庙通用机场正式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
管理局颁发的A1类通用机场使用许可证，标
志着达茂百灵庙通用机场已符合民航局规章
标准，满足运营要求，可正式投入使用。

达茂百灵庙通用机场位于包头市达茂旗
百灵庙镇呼吉图嘎查，有长1200米、宽23米
的跑道，3个B类停机位，1个直升机停机位，
可以保障运-12机型飞机起降。按照规划，达
茂百灵庙通用机场将开通至包头、乌拉特中旗
等航线。据了解，目前旅客从达茂旗至包头市
区驾车需要将近3个小时，达茂旗与包头之间
的航线开通后，旅客乘飞机不到1小时即可到
达目的地。

达茂百灵庙通用机场正式通航后，可以全
方位承载通用航空各类活动，为民航运输、飞
行训练、应急救援、通勤运输、空中游览及其它
通航业务提供保障服务，对融入地方产业结
构，改善地方交通条件，提高应急保障能力，促
进通航产业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融媒体记者 格日勒图 通讯员 刘艳艳）

达茂百灵庙通用机场
取得机场使用许可证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摄影报道

日前，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额
尔敦塔拉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门前，
牧民三三两两站在如一座小山般的饲
料堆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就是为大家分红而准备的优
质饲料，合作社成员们请抓紧时间领
取票据，按份额来装饲料。”当额尔敦
塔拉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斯日
古楞指着身后堆积如山的饲料宣布
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合
作社成员依次排队，一一签字按下红
手印，领取分红而得的饲料。

额尔敦塔拉嘎查股份经济合作
社成立于 2019 年 8 月，股份总额
711 多万元，其中，成员股份总额
426万多元，集体股份总额为 284万
多元。合作社股份每股约 3909 元，
共有 206 户 444 名成员持有 1092

股。斯日古楞介绍说，此次按持股
份额分发的饲料有 385 吨，总价值
为 107 万元，是合作社成立以来的
第一次分红。

“我们一家3口人共持有9股，此
次分红每股按700斤算，我家共分得3
吨多饲料，过冬够用了，为我家节省了
1万元的支出。嘎查有这样的合作组
织实在是太好了。”牧民玛格吉尔一边
往车上装饲料，一边高兴地说。

目前，额尔敦塔拉嘎查股份经济
合作社建有综合养殖基地1处、1000
平方米储草棚、400平方米草颗粒厂，
还经营嘎查集体打草场4000亩以及
建有1000亩高产饲料基地，现有220
多头优质西门塔尔牛。

近年来，宝力根苏木大力推进产
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
据统计，到2020年底，该苏木9个嘎
查全部成立了股份制经济合作社，集
体经济年收入全部达到10万元以上，
经营性收入达到523.91万元。

合
作
社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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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红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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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分红的饲料装车把分红的饲料装车。。

合作社部分机械合作社部分机械。。

为分红准备的优质饲料为分红准备的优质饲料。。

登记领取分红登记领取分红。。

分红现场分红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