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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来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天吉泰镇天吉泰
村，有一座地标性建筑：整面墙体绘制、镶嵌
着回形纹和祥云图，顶部是一个高高耸起的
蒙古包顶。右侧墙体顶端矗立着 10个红色
大字：天吉泰村党群服务中心。进入其间，
综合活动室、民族文化展示厅、草原书屋、民
族大讲堂等功能区应有尽有。“这座建筑占
地面积 4620 平方米，是镇村两级党群服务
中心，兼具观赏与服务群众等多重功能。”天
吉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翼飞介绍。

天吉泰镇地处河套平原腹地，位于五原
县西南部。这个镶嵌在黄河“几”字弯上的
小镇安静秀美，地理位置优越。全镇常住人
口 3520 户 9280 人。近几年，天吉泰镇创新
基层“微治理”模式，努力打造善治引领、乡

风文明、村民富裕的美丽乡村，并成功入选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正月初五，天吉泰镇毛家桥村村民陈春
丽正在清扫家庭聚会后产生的厨余垃圾。“每
年这个时候，全村人都在走亲戚、串朋友。”她
一边干活一边说，“前些年，家家户户的垃圾
都在院门口堆着，尤其是正月，垃圾满村跑。
你再看看如今，村子里多干净啊，村民们早就
养成不随手丢弃垃圾的习惯了。”

“近年来，镇里在各村民小组全面推行以
网格化为架构、‘微治理’为手段的基层治理
新模式，通过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务’、
实行‘微管理’、推行‘微教育’、强化‘微监督’
的‘五微’模式，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网格治
理、党群互动、便捷高效’的乡村治理新路子，
乡亲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得到极大提升。”毛
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朱如林告诉记者。

2021 年，天吉泰镇将全镇 9个村划分为

79 个网格，由镇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村
“两委”班子成员或村民党小组组长担任各
级网格长，并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
的党员或预备党员、村民代表等 79 人担任
网格员，通过分片包干、日常巡查，及时收集
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实现“微组织”有效
治理。

毛家桥村村民在村党组织的带领下成立
了志愿服务队，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微服
务”，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乡村的每一个角
落，他们帮助弱势群体、维护村庄环境卫生、
帮助困难群众垫缴水电费……陈春丽就是村
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她常年义务清扫片区
环境卫生，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全体村民逐
渐养成了垃圾入池、爱护环境的好习惯，实现
了村庄长效管理。“现在不光是志愿队伍里的
39个人，全村人都参与进来了，谁需要帮助，
大家都一起上。”陈春丽满脸自豪。

“在志愿者的带动下，村民的邻里关系
更加和睦了，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增强
了，团结友爱、邻里互助的风气越来越浓
厚。”毛家桥村妇联主席张秀花说。

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治理有效
是乡村善治的核心。天吉泰镇通过诚信村
民积分管理、道德评议激励、诚信“红黑榜”
等“微管理”举措，规范村民日常行为。村民
党小组、理事会根据诚信评价标准按户打
分，对孝敬老人、爱护环境等表现突出户给
予红榜表扬，对诚信缺失且不肯改进的村
民，列入诚信“黑名单”，在项目争取、政策扶
持、临时救助等方面予以限制，促使村民遵
规守约。

“自推行诚信村民管理办法以来，村里比
学赶超的氛围越来越强了，大家都在一个村，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一说不及格要上榜，大
家谁都不愿意。”镇党委副书记霍瑞琴笑着说。

天吉泰镇依托“北疆先锋大讲堂”“村村
响”、流动党校等载体大力推行“微教育”，引
导村民讲文明树新风。“我们成立了‘毛家桥
村文化学习群’，大家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传
统文化和党史知识，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文
化素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天吉泰村巾帼
志愿服务队队长其其格说。同时，镇村两级
积极发挥村民主动性，强化“微监督”，落实
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将村务监督
委员会职能向村民小组延伸，发挥网格员村
务监督作用，对征地拆迁、集体资金管理使
用等重大事项进行全程监督，及时向群众反
馈相关情况、回应群众关切，落实群众知情
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今后，我们还要兴办民宿，打造民族特
色村寨，让更多的客人来天吉泰走一走，看
看我们河套平原的乡村振兴。”天吉泰镇党
委书记姜伟对未来信心满满。

本报2月8日讯 （记者 阿妮
尔）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获悉，我区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结合正在开展的粮食购销领域专项
整治和粮食流通专项执法行动，依法
依规加大对粮食收购市场秩序的监
督检查力度。

据悉，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监督指导粮食收购企业严格遵守“五
要五不准”收购守则，核查收购企业是
否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公布粮食收购
品种、质量要求、量（价）折扣规则等相
关信息；重点加强粮食收购活动现场
监督检查，排查是否存在拖欠售粮款、
坑农害农等行为；开展“拖欠农民售粮
款问题”专项整治，从速从严从重查处

“打白条”和以“高息”为诱饵骗用农民
售粮款等违法违规行为，让农民交“明
白粮”“放心粮”“舒心粮”。

我区加大粮食市场化
收购监管力度

本报2月8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包头
市坚持质量兴农兴牧、品牌强农强
牧，建成实时监管、安全追溯等功能
于一体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据悉，目前 200 家企业（合作
社）被纳入追溯管理，国家追溯平台
登记注册企业达到 83家，“两品一
标”认证产品达到 193 个。还印制
发放食用农产品合格证82万张，全
市累计使用农产品合格证 113.6 万
张（电子+纸质）。同时，选择本土优
秀品牌108个、名食品88个，建立包
头市农牧业品牌数据库、名食品数
据库、优质农畜产品品牌名录，创建
驰名商标 11个，固阳马铃薯、达茂
草原牛羊、沙尔沁辣椒、老海岱大蒜
等一批本土农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
断扩大。

包头市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有序建成

本报2月 8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解决锡林郭勒盟
边境牧区远距离拉水牧户供水保障问题，该
盟涉及远距离拉水问题的7个旗市分别编制
完成《边境牧区远距离拉水牧户供水保障工
程总体实施方案（2022-2023年）》，规划总
投资2.24亿元。该盟初步确定2年计划投资
1.2186亿元，完成新打水源井850眼，建储水
窖211处，管网延伸1处。工程实施后，可使
该盟边疆牧区2563户牧民拉水距离由现状
5千米至10千米以上缩短到5千米以内，有
效减轻牧民劳动负担，减少拉水费用。

□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李洋洋

张永久，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新生村党支部
书记、主任。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全村的每条
街道、每个角落，汗水播撒在新生村的每个田间
地头，事事他都亲历亲为，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
赢得了全村人的信任和支持。

“张永久从小就吃苦耐劳，自从当了书记之
后，更是成了我们的知心人、贴心人、领头人，就
跟当年永久牌自行车一样家喻户晓，大家都称他
为‘永久牌’书记。”新生村村民晁海凤夸赞道。

晁海凤和丈夫王子建都已60多岁，劳动能
力下降，还需要赡养照顾92岁的婆婆，日子过得
比较艰辛。为了帮助她家改变现状，增加收入，
张永久为她家协调贷款养起了牛。“我们老两口
自从跟着张书记发展起了养牛业，守家在地就挣
上钱了。”数着去年养牛挣的5万多元，老两口笑
得合不拢嘴。“真是赶上好时候了，60多岁的人
了还能致富增收，我家牛从5头增加到了11头，
还不耽误照顾年迈的婆婆。”

作为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张永久深知新生村人
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缺的是可以持久发展的好项
目。他心头记挂着新生村每一户每一人，他常说：

“我出生在新生村，新生村的百姓就是我的亲人。
村民们信任我，选我当书记，我就要担当起责任和
使命，让每家每户都能过上好日子。”

2021年，对于新生村来说是收获的一年。
在张永久的带领下，农业和葡萄产业喜获丰收、
牛产业高速发展、村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稳
步提升，新生村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幸福感和
收获感满满。

为了拓宽全体村民的增收途径，张永久积极
争取各类帮扶资金320万元。其中，80万元京蒙
帮扶资金为61户种植户翻新了大棚设施。新生
村是远近闻名的葡萄村，仅葡萄产业这一项去年
就收益900万元；160万元京蒙帮扶资金购进肉
牛76头，助力新生村牛产业发展，目前，新生村
牛产业年收益50万元左右；80万元大中型水库
移民资金用于新生村塑箱厂扩建，助推全村葡萄
产业链加速发展。

谈及新生村未来的发展规划时，张永久信心
满满：“我们将依托现有的葡萄产业打造乡村旅
游新业态，建设一批特色采摘园、民宿和农家乐
等设施，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兴村富民。”

做群众信赖的
“永久牌”书记

□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盛文华

春节期间，手机屏幕这头，赤峰市巴林左
旗隆昌镇义昌隆笤帚苗工艺坊的闫卫华正在
灵活地挥舞着剪刀、线绳，将一根根丝线、一束
束笤帚苗瞬间变成精美的“艺术作品”。

手机屏幕那头，“我们的笤帚外形精美，造
型独特，用途更广，大家下单不会有错……”随
着闫卫华的介绍，直播页面上不断增加观看

量，1万、4万、10万……网友的留言、点赞瞬间
刷屏。

在巴林左旗，通过微信、网页等方式线上
销售笤帚苗工艺品从2013年就开始了。2016
年，该旗全面更新销售模式及渠道，入驻电商
平台、直播带货、经营微信群，开拓多元消费场
景，笤帚苗产业从最初的网络年销售200万把
增加到近1000万把。

近年来，巴林左旗以打造区域品牌为抓
手，通过标准化、规范化加工提升产品质量，与

自治区和赤峰市两级技术监督部门对接，在笤
帚加工标准化车间项目建设、笤帚苗制品地方
标准备案项目和国家笤帚苗标准生产示范区
建设三个方面破题，建成普通笤帚和精品笤帚
标准化加工车间各1个，申请通过市级笤帚苗
制品地方标准；该旗鼓励企业自主研发，与内
蒙古大学、赤峰学院等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
系，请专业设计人员改进图样设计和指导工艺
美术，新研发了摆件类、旅游纪念品类等17种
高端产品。

截至目前，巴林左旗拥有全国知名的笤帚
苗生产基地、全国种类最齐全的笤帚加工基地
和全国最大的笤帚交易市场。该旗形成了种
植面积稳定在35万亩、年产原苗7000万斤、
仓储能力 5200 万斤、生产能力 8000 万把
（件）、标准化加工厂85家、全产业链实现10亿
元产值的笤帚苗富民产业，吸纳8万人直接参
与产业发展，带动4459户人均年增收4800元
以上。笤帚苗工艺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
口韩国和欧洲等国家。

□本报记者 韩雪茹 通讯员 冯占斌

粮安天下、水利先行，冬季是水利工程
建设的黄金时期。在阿荣旗新发乡唐王沟
村夹堤的水利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
工景象：各种施工机械发出阵阵轰鸣声，挖
掘机、工程车分布在河岸两侧的施工区域，
30余名工人冒着严寒，忙着进行岸坡护砌。

“村里的防洪堤两岸土层薄，植被也
少。往年一遇上大雨，洪水就会冲刷河岸而
造成坍塌，耕地就有被冲的危险，严重的时
候还直接威胁村屯安全。现在好了，再也不
用担心农田被淹了。”唐王沟村村民迟明柱
说。

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洪水冲刷，唐王沟
村夹堤护岸两侧水利设施已遭到严重破
坏。2019年，唐王沟村夹堤被列入阿伦河治
理工程项目。根据河段实际情况，阿荣旗

“对症下药”制定护坡加固计划，对唐王沟夹
堤段进行护岸、护坡加固。

该工程治理总长度 5公里，西侧与阿伦
河相连。护坡完成后，将与已建成的防洪工
程形成闭合圈，达到 20年至 50年一遇防洪
标准。同时，该旗定期对各项水利工程进行
指导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工程
质量和工程进度。工程建成后，可使1.94万
人、22.16万亩耕地免受洪水侵害。

唐王沟村夹堤的改造修护，只是阿荣旗
抢抓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确保粮食安全的一

个缩影。截至目前，全旗已开工水利建设项
目 3处，投入大型施工机械 12台，完成土石
方14万立方米。

为了进一步提升耕地地力，夯实粮食产
能，阿荣旗以兴水、强农、惠民为目标，突出
重点、创新机制，紧紧围绕农村牧区安全饮
水工程、病险水库与堤防除险加固、中小河

流治理及水体流失综合治理等，在项目安排
和资金计划上做到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还
采取“政府带动、项目拉动、社会联动、群众
行动”的模式，齐抓共管推动水利项目建
设。同时，对已经建成的水利工程加强管
理、养护、维修，确保水利项目真正发挥惠民
效益。

本报2月8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者
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2021年，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德岭山镇四义堂村（辣椒）入选第十一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此外，巴音乌兰苏
木巴音宝日嘎查（蒙古马）、巴音乌兰苏木桑根
达来嘎查（肉牛）、石哈河镇楚鲁图村（谷子）3
个村入选第一批自治区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据了解，该旗依托当地资源发展特色种养
殖、特色文旅等产业，使村镇和产业深度融合，
农牧户显著增收。目前已成功打造4个国家
级、3个自治区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样板区。

本报2月 8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赤峰市敖汉旗古鲁
板蒿镇孤山子村通过实施“坡改梯”项目，将
2900亩“跑土、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打造为
平整的梯田，惠及群众480户961人。“坡改
梯”工程保土、保水、保肥、增产、增收，既能减
少水土流失，又能达到集中连片机械化种植，
增强地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民的
生产环境，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强劲
的动力，让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药材产业富农家药材产业富农家

阿荣旗：冬修水利正当时

□本报记者 薛来 摄影报道

冬季本来是农民“猫冬”的时节，然而，呼
和浩特市武川县德胜沟乡的村民却忙得热火
朝天。近日，记者走进中国通用武川中药产业
扶贫示范园区，乡亲们正忙着将黄芪分拣、晾
晒、切片，准备销往全国各地。

武川县是药材典籍记载中黄芪的主要产

地，清末民初已获“正北芪之乡”的美称。但前
些年，由于种植分散、缺乏技术、销路不畅等原
因，农户收入始终上不去。为了帮助当地农户
增收致富，作为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的中国通用
技术集团，在德胜沟乡建成中国通用武川中药
产业扶贫示范园区，支持当地做强做大中药材
产业。

该园区建成后，与武川县日欣隆惠农合作
社合作种植黄芪，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合作种植的黄芪品质优良，销量特
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德胜沟乡大
顺城村村民张大女笑得合不拢嘴。据了解，当
地110户种植户以土地和人工入股该合作社，
通过种植黄芪，户均年收入3万元。

“发展产业才能更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德胜沟乡乡长刘红霞介绍，“德胜沟乡整
合各村党支部力量，通过组建集体经济联合
体，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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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切片黄芪切片。。农户将黄芪切片装袋后销售农户将黄芪切片装袋后销售。。当地农户正在加工黄芪当地农户正在加工黄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