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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薛一群

日前，走进国网科左后旗供电公司
“吴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监控一班班长、
高级工程师吴军正与几名技术骨干围坐
在工作台前，探讨最新研发项目涉及的
技术难点，工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模型和工具。

吴军介绍：“工作室现有骨干成员
15名，最近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电杆上作
业手摇提升装置研发和电力巡检无人机
的实用化培训。”

吴军今年48岁，业内人称他为“电
诸葛”。1998年，吴军进入电力系统工
作，二十多年来，他坚守基层一线，用一
双巧手，画出了工友安全的保障线和行
业技术创新的生命线。

基层供电所是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前
沿，2000年至2007年，凭借精益求精、踏
实奋进的工作态度，吴军和他的班组承担
的30多个农网低压台区改造工程，全都一
次性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而长期下乡进
行农网改造和线路维护的经历，让吴军注
意到了许多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在一线，最危险、最耗时的工作莫
过于埋设线杆。”吴军回忆道，那时他总
是在思考如何攻克人工投入大、工作效
率低、容易坍塌等影响施工的难题，一有
闲暇，吴军就钻进仓库，利用所学的工程
机械知识和车床技术，构思适合的模
型。2009年，经过反复论证、设计和改
进，吴军研发了由拖拉机和专用钻孔器
等组成的“电柱埋设钻孔机”，可一次完
成打孔作业，适用多种土质，获得了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随后，该机械被旗农电

局广泛应用，极大地节约了人力物力，线
路改造也不再拘泥于季节，全年均可施
工，为全旗农网改造提供了极大便利。

2011 年 5 月，以吴军名字命名的
“吴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工作室围
绕“安全、高效、低耗”的目标，紧盯电力
施工作业项目、关键技术岗位和重点项
目环节，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攻关。

“目前，电力钢管杆和通讯铁塔基础施工
主要采取人工开挖和柴油锤夯入两种方
式，存在施工效率低、安全风险高、场地
限制因素多等缺陷。”吴军介绍，去年工
作室研发了“挖坑立杆一体机”和“大直
径深孔钻机”，低效、狭窄复杂地点施工
难等问题迎刃而解。工作室的运行，为
电力行业日常施工作业提供了全方位的
技术支撑和工作效率保障，赢得了各界
的高度认可。2017年，吴军所带领的团

队被国家电网公司命名为“国家电网公
司劳模创新工作室示范点”，吴军也先后
获得了自治区“劳动模范”“金牌工人”

“北疆工匠”等荣誉称号。在吴军的带动
下，公司职工积极发挥创新潜能和创造
活力，发明了迷你放线器、绝缘拉杆筒、
10千伏绝缘扳手、人字梯自锁装置、便
利手动射钉枪等实用工具，公司科技成
果转化驶入了快车道。

“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奋战在一线，
为维修施工现场实际发现的问题提供解
决方案。同时，依托创新工作室，做好传
帮带工作，鼓励、激发更多年轻人参与到
创新工作中来。”吴军说。

吴军：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金牌工匠”

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内
蒙古有475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
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老人，预计到 2025
年，内蒙古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557万，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谁人不
顾老？”如何应对银发浪潮的快速到来，
已经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也成为自治区政协和委员
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仅2021年，就有16
份提案聚焦养老问题，自治区政协社会
和法制委员会还将“多层次养老体系建
设”作为中长期课题予以持续关注。

优化医养结合
“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对象

主要是相对健康的老年群体，老有所乐
成为其主要功能。”万晓红委员调研发
现，她建议，尽快出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机构建设管理标准，优先满足老年人需
要长期医护的刚性需求，把有限的资源
投向最需要的群体和服务，逐步提高社
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水平。

提案引起自治区卫健委重视，从
2021年开始在全区组织创建老年友好
型社区，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9000多
个，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67.8%，签约
服务率达到75%以上。部分盟市针对高
龄、空巢、失能重点老年群体，建立走访

探视制度，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诊、健康
监测、精神慰藉、药品配送、家庭病床等
服务。企业也在积极探索，今年8月，自
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在鄂尔多斯
市调研时了解到，东胜区中华情医养院
与当地政府以公建民营模式组建了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立护理院，开展慢
病护理等服务，并且可以就医即时实现
医保报销，方便了社区老人就医。

此外，还将引导医生在医养结合机
构多点执业，着力培养老年医学人才，对
慢性病患者进行长处方管理，减少老年
患者往返医院的次数，方便老年人享受
便捷、舒适、专业的护理照护。

推进为老助餐
一日三餐如何解决，也是推进居家

养老的重要一环。针对目前养老助餐产
业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持续惠民的普
及业态等问题，民革内蒙古区委会集体
提案建议，将社区及物业公共用地用房
资源，无偿向市场主体提供，用于“养老

助餐”，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呼和浩特市河西社区为老餐厅可以

为老年人提供一日三餐，菜品大约有三、四
十种，每道菜大约比市场上便宜4至5块
钱，使用老年卡还可以享受补助，但是必须
是在户籍辖区内，这也是委员们在调研中
发现的一个问题，为老助餐服务目前还受
到户籍限制。民革内蒙古区委会集体提
案建议取消户籍限制，体现老龄助餐服务
的普惠性。自治区民政厅回应，“十四五”
期间将根据社区老年人口分布情况和服
务需求半径，按照“中央厨房+社区餐厅+
小区助餐点+配送入户”，或者集体送餐等
模式，统筹布局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
建立规模化、连锁化、标准化、品牌化经营
的老年助餐机构，以保障空巢、独居、孤寡、
高龄、失独、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需求为
重点，面向全体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餐服务。

改善适老环境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出行、居住等

方面都会面临困难。查苏委员已经是连

续第三年提出有关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提
案了，2021年她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给予关注，特别是在老年友好环境改造方
面，她认为，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应抓紧
对社区进行适老化改造，特别是一些老旧
社区。自治区民政厅会同财政、住建等9
部门起草了《分散供养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工程试点方案》，正在3个深
度贫困旗县试点，采取政府补贴、社会捐赠
等方式，对困难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
成熟后将全面推开。推进住宅、社区、学
校、福利机构、公共服务场所和设施的无障
碍建设和改造，特别是从2020年起，为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解决居住在多层住宅的
老年人出行困难问题。支持各盟市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
院等为老服务项目，预计到2022年，社区
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将超过90%，每个街
道至少建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

查苏委员认为，养老是一项涉及社
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快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系
统工程，社会各界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对
老龄化国情认识不足的问题，需要全社
会共同努力，实实在在的地解决问题。”
她感慨地说。 （菅海霞）

为“ 老 ”筹 谋
——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本报记者 李霞 李新军 包荭
见习记者 毛舒雅 马骏驰

王丽红

1月9日，内蒙古日报社草原客户端
“迎北京冬奥 穿越森林草原 探秘冰
雪世界”行动启动，两路小分队一路将
穿越锡林郭勒草原，一路将穿越巍巍大
兴安岭，开启浪漫的冰雪奇缘。

9日晚6时 30分许，“迎北京冬奥
穿越大兴安岭”小分队抵达大兴安岭南
麓的牙克石市绰河源镇，从呼和浩特到
海拉尔、牙克石，再到这里，2000多公
里。

10日晨6时 30分许，小分队一行
人个个短羽绒服套长羽绒服，包裹得严
严实实，前往绰源国家湿地公园等候日
出。出绰河源镇时，镇区温度显示屏显
示零下29.5度。据绰源森工公司人员
介绍，这里一天中最冷的时候不是半
夜，而是日出前那一刻，一会儿温度估计
还得低一点。

北国晨光
开车行驶半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

观看日出的地点——绰源国家湿地公园
坡顶。

此时，天空稍露微光，大自然寂静无
声，还在熟睡。

四周只有我们安装设备、交谈和走
来走去踩雪的声音。羽绒服很快就不堪
一击被冻透了。

当地的工作人员从后备箱里取出提
前准备好的军大衣，让这漫长而寒冷的

等待也变得柔软且温暖。
等待期间，近处可见的居民屋顶陆

续飘起缕缕炊烟，村民笤帚清扫院子的
声音、吆喝牛群的声音次第传来，尽管
离得很远，在安静的山坡上却听得异常
清晰。远远望去，村民们正把牛群赶去
冰河饮水，牛群在皑皑白雪间移动，一
幅北国晨光画卷就在眼前。

此时，安静的村庄苏醒了。
岭上日出
8时许，远方山顶开始溢出橘光，

渐渐地，太阳也苏醒了，从山后抬起头
来，慢慢跳出山峦。远山茫茫、霞光熠
熠、炊烟袅袅、群牛哞哞的日出一刻，定
格在了8时30分许。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霞光璀璨的
一刻，美得令人心颤，尽管摘掉手套忙
于拍摄的手已经没了知觉，围脖上结了
厚厚的霜，还是觉得很值得。

凿冰饮牛
日出之后，我们跟着牛群的方向一

路追寻，找到了一条流淌的河流，就蜿
蜒在茫茫雪野和厚厚的冰盖中。

据当地人介绍，这条河就是绰尔
河，绰源也正因为是绰尔河的源头得
名。绰尔河蒙古语翻译过来是“会唱歌
的河”，河流的确声音清脆，冬天都没有
忘记唱歌。

放牛人王桂香说，每天饮牛都要刨
冰，所以这水就一直冻不上了。

王桂香家里养了几十头牛，每天都
来河边凿冰饮牛。这条河表面结冰，冰
下是活水，只需用斧子砸开上面的冰
层，就可以供牛饮用。

一头正在河里埋头喝水的大黑牛
不知是被我们围观得不敢上岸，还是河
水太舒服了不愿离开，久久待在水里，
任主人赶都赶不走。

林间人家的“动物园”
11时左右，我们来到了梨子山林

场职工任庆良的家中。
这是一间坐落在林中的平层独户，

房间连房间，住宅、料房、猪仔房、鸡窝，
都有自己的单间，这些房间连在一起，
大排房绿色的外墙在冬日灰色的林中
格外跳跃显眼。

车刚刚停在房前，原本还懒洋洋靠
着树干晒太阳发呆的几只黄色、白色、
黑色的小狗就欢脱地向我们围了过来。

推开正房的屋门，左手边是摞得快
与天花板等高的塑料水箱。任庆良告
诉我们，家里没有自来水，饮用水要到
山下的河里去打，打一次就会多打一
些，所以塑料水箱比较多。他用管子和
压力泵自制了自来水装置，接在水箱
上，还挺方便。

今年 1月 10日正逢腊八节，任庆
良和妻子罗艳明正在拌馅、和面、包饺
子。说起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罗艳
明说，虽然不能具体为北京冬奥会做些
什么，但心里是为祖国骄傲的，为北京
冬奥加油！

说起收入任庆良十分满足，他一定
要记者一一参观刚下的十几只粉嘟嘟
的小猪仔，还有他的鸡房、鸭房、牛棚。
他骄傲地说：“我这里就是个动物园，啥
都有，20多只鹅，100多只鸡，20多头
香猪，十几头牛，还有5头牦牛，我家还
有 6只狗：豆豆、球球、小白、狗熊、狐
狸、大丑，两只猫：大花、猫仔，香猪刚生
下15天，老漂亮了！”

1985 年开始林业工人生涯的任
庆良，林区停伐转产后开始做林业管
护工作，一个月工资 4000多，管护之
余搞养殖，养殖收入能赶上他的工资
收入。

参观了他的“动物园”，色彩斑斓的
鸡鸭成群扑棱，粉嫩的猪仔成堆挤在一
起哼唧，牛都放出去了没能看到，应该
也是很壮观的风景。

一会儿，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丈
夫先夹起来让妻子尝，幸福的味道荡漾
在林间。

腊八节这天，室外温度大概零下二
三十摄氏度，天气虽然寒冷，但是林间
人家的日子就像这盘饺子一样热气腾
腾、温暖人心。

光影交错的密林中，红色的摩托
车、蓝色的工具车、热气腾腾的生活，静
谧的林间冬日温暖而灵动。

大兴安岭晨曲大兴安岭晨曲

本报阿拉善1月12日电 （记者 刘宏章）随着春节临近，为让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佳节，阿拉善盟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
策略，提前谋划、周密组织，严格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做好2022
年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筑牢疫情防控线，确保广大居民平安过节。

1月11日，在阿拉善左旗G1817乌银高速设置的24小时全天候疫情防
控检查点，记者看到阿拉善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队员正冒着
严寒坚守在交通疫情防控一线，有序地对过往车辆的司乘人员进行查验行程
码、健康码及核酸阴性证明，并提醒司乘人员正确佩戴口罩。“春节临近，车流
人流不断加大，在检查点上我们从清晨到日暮，从日暮到黎明，实行了24小时
无缝隙轮班制，与公安、卫健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到防
疫检查‘不漏一车、不漏一人’，通过严防严查筑牢交通疫情防控线！”阿拉善盟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许鹏飞说。

“您好，请您出示您的行程码、健康码及核酸阴性证明。”在阿拉善高
新区的平交路口疫情防控服务点，值班值守人员每天坚守在疫情防控服
务点，认真查验进入辖区车辆和人员，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筑牢
疫情防控线。阿拉善高新区公安分局督察法制大队民警雷翔宇是防控
服务点的一名执勤员，连日来，他一直值守在防疫一线。“这段时间，尽管
气温骤降、天气很冷，但我们时刻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值好班、站好
岗，认真查验进入辖区车辆和人员，确保春节时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万无
一失！”雷翔宇说。

为了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阿拉善高新区在该高新区G6乌
斯太出口、平交路口、三麻段检查站、110国道警务站、兰太大道、巴音敖
包工业园大红门等主要交通路段设置了8个疫情防控服务点，严格落实
查验健康码、行程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疫情防控措施，以最
严格的标准、最严密的措施做好各项防疫值守工作，坚决筑牢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基础防线。

据了解，近日，阿拉善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了36号公
告，公告指出：春节期间，提倡在盟人员非必要不离盟，落实好防护措施，
鼓励公众就地过节。全盟党员领导干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工
作人员要带头落实在当地过年；所有来（返）阿拉善盟人员须持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要在入盟各公路交通卡口以及“两站一场”
（车站、火车站、机场）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并现场为符合入盟条件
人员免费进行一次核酸筛查；额济纳旗作为阿拉善盟边境口岸城市，是当前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最新防控要求，凡进入和离开额济
纳旗、策克口岸的人员均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进入策
克口岸的人员在抵达策克口岸后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有额济纳旗、策克
口岸旅居史的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确需进京人员，需查验“北京健康宝”并
测温，同时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进京
人员，还需提供所在单位证明文件；居民要坚持做好每日健康监测，随时关注
自身健康状况。

阿
拉
善
盟
：
筑
牢
疫
情
防
控
确
保
居
民
平
安
过
节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赵曦）1
月 9日，自治区妇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巾帼手工就业基地召开2021
年北疆巾帼创业就业产业联盟发展大会
暨内蒙古布丝瑰商会成立大会。

会议总结了2021年度北疆巾帼创
业就业产业联盟发展成果。4年来，自
治区妇联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新要
求，聚焦女性创业就业优势产业领域，打
造了“北疆布丝瑰就业行动”，已对5.5万

人开展手工技能或订单式培训，带动1.8
万人实现就业。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妇联主席王
芳，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
记梁淑琴为8家 2021年北疆布丝瑰就
业行动盟市落地基地授牌。同时成立内
蒙古布丝瑰商会，旨在凝聚更多有识之
士助力“北疆布丝瑰就业行动”，推动女
性创业就业优势产业发展，为更多的家
庭和妇女群众创业就业提供机会。

2021年北疆巾帼创业就业产业联盟
发展大会召开

北疆工匠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数九寒冬，窗外天寒地冻，屋里温暖
如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
镇伊克乌苏嘎查，牧民呼格吉拉图与妻
子和小孙子在温暖干净的家里舒心地看
着电视。“往年烧煤炉子，一入秋，院子里
就堆满了煤炭、柴火，大冷天不停地往炉
膛里添炭添柴，屋里屋外烧得烟熏火燎、
煤尘飞扬……”

今冬供暖季前，呼格吉拉图将家里的
煤炉换成空气源热泵，可根据气温精准调
节室内温度，屋里屋外干干净净，再也不
用过“烧炭、倒灰、两手黑”的日子了。一套
节能又环保的清洁供暖装置正在悄悄地
改变着鄂尔多斯农牧民的生活方式。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能
源生产和消费以及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
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在
当前“双碳”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鄂尔多斯市在2021年 3月就出台
了清洁供暖实施方案，提出了实施冬季
清洁供暖的发展思路、总体目标和工作
任务。该方案按照由城市到农村推进的
发展思路，在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
洛旗城市核心区和各旗区人民政府所在
地、城乡结合部和其他人口集中的地区，
优先发展集中供暖；在农村牧区等集中
供暖暂时难以覆盖的地区，大力推广电
供暖；在天然气管网和供气条件具备的
地区，有序推广天然气供暖；同时利用各
地独特资源发展地热、生物质、太阳能、
风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供暖，逐步构建起
绿色、节约、高效、协调的清洁供暖体系。

“以前冬天烧煤取暖真是一件苦差
事，又脏又累，半夜还得披着衣裳起来添
煤！现在按一下安在墙上的开关，屋里一
会儿就暖和了！”这几天气温骤降，鄂托克
旗木凯淖尔镇乌兰吉林村90岁的李花花
从容不迫地打开新安装的空气源热泵，控
制面板上清晰地显示着当前的温度。

今冬，鄂尔多斯市各旗区通过积极推
行“煤改电”供热模式，在服务、价格、配套
建设等方面提供保障，让农牧民温暖过
冬。乌兰吉林村是当地有名的“幸福村”，
目前全村“煤改电”用户150多户，基本实
现了常住户全覆盖。“煤改电”后，村民不仅
可以睡个踏实觉，村里的道路干净了，空
气也更清新了，村民幸福感节节攀升。

坐在李花花温暖的屋里，随行的供
电局工作人员给村民算了一笔取暖账：

“今年煤价持续走高的情况下，6个月烧
煤产生的取暖费至少得上万元，‘煤改
电’取暖后，实行峰谷电价，白天每度电
4毛多，夜间每度1毛多，这样一冬天的
取暖费用就降到了3000多元。”

“煤改电”是减少冬季燃煤污染、改
善空气质量、降低取暖成本、保障群众温
暖过冬的一种清洁供暖方式。全市“煤
改电”工程实施以来，各旗区根据本地情
况推广实施。

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主动联系空气源
热泵销售公司，以公司垫付补贴资金的
方式上门为农牧民安装空气源热泵，引
导农牧民实现清洁取暖。在城川镇新寨
子嘎查委员会办公场所，今年也改变了
过去烧煤取暖的方式，新安装了3台空
气源热泵。旗委有关部门补贴了50%
的费用，嘎查自己承担了50%的费用，
仅安装设备这一项就节约3万多元。今
年，鄂托克前旗供电分局已经为2350户

“煤改电”用户免费提供电能表、表箱及
接入所需的配电网设施，对19台变压器
进行了增容改造。截至目前，鄂托克前
旗4541户居民享受到“煤改电”政策带
来的好处，摆脱了以往烧煤取暖的烦
恼。此外，该旗在有供气条件的农村牧
区还建成液化天然气 LNG 供气点 13
处，推广实施“煤改气”供暖，目前采用

“煤改气”供暖的用户达到1272户。
为保障清洁供暖有序推动，作为全

市清洁供暖电力保障方的鄂尔多斯供电
公司，从精准摸排报装需求、保障项目接
入、推动政企联动、强化电网运维等方面
全力保障电采暖报装业务的开展。

据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相关业务负责
人栾鹏飞介绍，供电公司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监控线路、配变运行
状态，及时检修、更换设备，利用无人机、
带电检测、红外成像等技术进行设备状
态评价，制定设备故障应急预案，全力保
障清洁取暖的电力供应。截至2021年
11月底，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累计接到电
采暖报装约1.7万户，接电容量 27.3万
千伏安，累计电网投资约4962万元。

冬季清洁取暖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
程，也是一项民心工程，关系着群众冷暖，
也关系着空气改善。鄂尔多斯市作为北方
能源大市，正统筹各方力量将该工程有序
推进，已初见成效。最新数据显示，鄂尔多
斯市全市9旗区总取暖面积14021.09万
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面
积10234.6万平方米，清洁取暖率达到
73%。康巴什区、东胜区、伊金霍洛旗核心
城区通过采取集中供暖配合各类分散式清
洁供暖方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5646.45
万平方米，清洁取暖率达到80.6%，达到自
治区要求目标80%以上。县城以热电联产
集中供暖为主，完成清洁取暖改造3105.29
万平方米，清洁取暖率达到89.6%，达到自
治区要求目标70%以上。农村地区通过实
施集中供暖、“煤改电”“煤改气”等项目，完
成清洁取暖改造1024.096万平方米，清洁
取暖率达到37.3%。

绿 色 高 效 的 清 洁 供 暖
让鄂尔多斯农牧民舒心过冬

岭上日出岭上日出。。

幸福的味道荡漾在林间。

刚生下的粉嘟嘟的小猪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