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本报呼和浩特 2 月 27 日讯 （记者
刘洋）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推动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统筹谋
划，聚焦养老领域关键问题、关键环节，以
务实担当的勇气破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发展“堵点”“痛点”，补短板、强弱项，精准
发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市委主要领
导多次调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
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高位推进
全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出台了《呼
和浩特市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若干措施》《呼和浩特市推进居家和社区
养老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 20

多个惠民利企政策文件，明确了开展居家
和社区养老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
书，并从土地、税费、场所、运营奖励、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助餐、长期护理保险
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初步形成了比较完
备的 1+N 政策配套体系。

按照市、区共建示范点，街道建养老
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建养老服务站三种
建设模式，通过新建住宅小区配建、老旧
小区改造、合理腾退社区办公用房、利用
青城驿站、医院等闲置资源以及鼓励利
用自有房产等形式，全面推进养老服务
设施供给。所供给的场所经适老化改造
后免费提供给企业运营，累计投入改造
资金约 1.03 亿元。目前，全市已供给养
老服务场所 209 处，已运营 192 处；31 个
街道级养老服务综合体全部建成并投入

运营，覆盖率达 100%；市四区社区养老
服务覆盖率已达 80%以上。“一刻钟”养
老服务便捷生活圈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
境中生活、在亲情陪伴下养老不再是遥
不可及的梦想。

作为长护险第二批试点城市，呼和浩
特市在制度顶层设计、筹资方式、支付水
平、服务主体、运行机制等方面构建完整
的长护体系，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部纳入保障范
围，实现保障范围全覆盖。职工、居民中
被评估为中度、重度失能人员分别可享受
750-1800 元/月、600-1350 元/月护理
待遇。评估和政策落实正全面展开，首期
符合条件的 1181 人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
待遇。长护险的实施，切实提升了全市失
能老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减轻了失能老

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为老年人晚年生活保
障筑起一道“安全网”“保障线”。

目前，呼和浩特市吸引南京悦心、德
国蕾娜范等 5 家国内外知名养老企业落
户呼和浩特，运营服务中心 42 个；培育本
土寿康、社康品牌企业运营服务中心 28
个。全市运营为老餐厅 51 个，其中独立
运营 20 个，在中心内设 31 个，试点开展
以来，约有 20 多万老人受益。2 家职业
院校与呼和浩特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3 所职业院校开设了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9 家企业与 4 家驻呼高校
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并建立了实训基
地，累计培训 1000 多人。引进爬楼机、洗
澡车、体征监测床垫、AI 智能看护等康复
辅助器具和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用科技提
升老年人护理水平。

1+N政策配套体系，破解养老之难
【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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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27 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近日，巴彦淖尔市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被授予“全国文化和旅
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全国 3040
个各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中 10 个先进集
体之一。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局依法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
确保文化旅游市场和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先后有 3 起文化执法案件被文旅部
评为全国文化市场重大案件，2 宗文化执
法案卷获得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优秀
案卷，2 件侵权盗版案件获得国家版权局

打击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二等奖、三等
奖，并获得全区文化和旅游系统“扫黄打
非”、文物保护、政务信息等先进集体荣誉，
连年获得全区目标考核第一名的好成绩。

该局从 2011 年成立至今，经历了 3
轮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每一轮改革，
均走在全区前列。特别是在 2017 年的第
三轮改革中，将旅游执法职能与市设区文
化市场执法职能和人员划入市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全区全国率先完成了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任务，实现了
跨部门、跨行业和“同城一支队伍”的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目标，形成了可借鉴、可推

广的典型经验，被中组部编入中央党校教
材案例，在原文化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推进会上做典型经验介绍，在内蒙
古自治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场会作为
观摩点。

2014 年以来，该局在全区率先实施
了以执法工作、执法队伍、执法对象规范
化和执法手段信息化以及诚信体系、平安
文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六大”建设工程，
全市执法文书文本、执法人员行为等执法
工作实现了规范化；全市各类场所的基本
信息、规章制度、警示标志的内容、规格、
颜色、材质、悬挂实现了统一标准；全市

“守法受益、违法受限”的文化市场诚信管
理体系基本建立；在全区第一家建成了集
远程视频监控、音频视频指挥、移动执法
跟踪、案件办理查询、工作量化考核、投诉
举报办理、企业诚信评价、业务理论学习
为一体的综合行政执法信息技术管理指
挥中心，全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全面实现了“互联网＋监管”的任务管理
智能化、执法手段多样化、执法工作透明
化、应急处置高效化、考核评价精准化的
信息化目标；形成了工作统一安排、落实
统一督导、队伍统一培训、活动统一组织、
成效统一考核的全市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荣膺“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的背后

【镜观】

本报包头 2 月 27 日电 （记者
吕学先 通讯员 黄雪盈）包钢工业

（生态）设计中心近日被认定为第五
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成为钢铁行
业首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工业设计是指以工业产品为对
象，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工学、美学、
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对产品的功
能、结构、形态及包装等进行整合优
化的创新活动。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是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工业设
计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管理规范、
业绩突出，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行列
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或工业设计企
业。包钢工业（生态）设计中心成立
于 2017 年，具备独立承担相关生态
设计任务、提供生态设计服务和教育
培训专业人员的能力，拥有钢铁材
料、稀土新材料、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院士专家工作站和博士后流动站。

包钢工业（生态）设计中心
成为钢铁行业首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本报锡林郭勒 2 月 27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王少峰）
近日，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东乌海关关
员和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到锡林浩特市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锡林郭勒大庄园肉业有限公
司开展联合执法。这是锡林郭勒盟
首次实现海关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
抽查执法。

此次联合检查的企业，由东乌海
关与锡盟市场监管部门从检查对象名
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中，两家执法单
位合并抽查同类项，对环境卫生、人员
管理、生产加工过程控制、原辅料使用
等情况进行全方位检查，并将检查结果

反馈企业，对发现的问题指导企业进行
了立行立改，圆满完成了抽查任务，真
正实现了“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据悉，东乌海关与锡盟市场监管
局将在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注册
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核查，出境竹木
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监督管理核查，
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抽查检验，出口化
妆品生产企业核查，出口备案食品生
产企业核查 5 项抽查事项纳入联合抽
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
抽 查 频 次 ，做 到 对 守 法 者“ 无 事 不
扰”，逐步实现由政府监管向社会共
治的转变，让更多企业充分享受到改
革红利。

锡林郭勒盟
联合抽查执法为企业减负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赵玺 摄影报道

“ 听 了《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讲
座，让我们当家长的更加心明眼亮
了。”近日，商都县七台镇商海社区
居民贾凤仙高兴地说，她刚参加完
社区开展的“把爱带回家——送法
到家、让孩子健康成长”2022 年寒
假关爱儿童活动。

为切实保障儿童合法权益，让

孩子们度过一个祥和、愉悦、安全
的寒假，商都县妇联春节前夕深入
商海社区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
活动。商都县妇联主席姚淑芳表
示，县妇联作为全县妇女儿童的

“娘家人”，有责任担负起保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重任 。
我们通过开展这次活动向广大家
长赠送法律书籍，开展专题法律讲
座，来提高家长们的法律意识，进
而明白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好
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娘家人”送法进社区

本 报 呼 伦 贝 尔 2 月 27 日 电 （记
者 李玉琢 通讯员 李超然 隋淼）
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是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伦贝尔市日前圆满完成第一次森林草
原火灾风险普查工作。

呼伦贝尔市地域广阔，森林草原资
源丰富，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此次承担
着林地面积 635.64 万公顷和草地面积
960.35 万公顷的普查任务，约占内蒙古
自治区总任务量的 30%。普查工作自
2020 年启动以来，呼伦贝尔市以内蒙古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监测规划院、自治区
第二林业和草原监测规划院为技术支
撑，市林业和草原局制订了实施方案，指
导各地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工
作。各旗市区、市直属林业局组织了专
职人员 302 人、兼职人员 600 人的普查
队伍。全市举办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
培训班，培训人员 1088 人，凝聚起强大
的普查工作合力。

呼伦贝尔市森林草原可燃物调查任
务量为 2031 个，风险普查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为了确保普查任务按时完成，

呼伦贝尔市实行日调度机制，建立森林
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微信群，制定了全市
普查工作联络表，采取“一对一”沟通交
流、召开专题会等方式，及时解决普查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森林可燃物调查样地
多处在深山区，经过跋山涉水的外业调
查，普查队员们将采集回来的 2031 个可
燃物样品陆续烘干，这些埋藏在森林草原
深处的火灾风险密码将被一一破解，成为
森林草原防患于未“燃”的科学依据。

为了确保野外火源调查、历史灾害
调查和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三项数据的全

面性、真实性、准确性、安全性，呼伦贝尔
市对平台内 22 张调查表格“一对一”进
行审核质检，圆满完成野外火源调查、历
史灾害调查、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三项数
据的填报、审核、质检工作。呼伦贝尔市
此次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工作，将
初步形成森林和草原火灾致灾调查与评
估数据库及相关专题图，为各级政府和
林草、应急等行业管理部门有效开展森
林和草原火灾防治和应急扑救工作提供
权威的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信息及科学
决策依据，具有里程碑意义。

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防患未“燃”呼伦贝尔市

本报乌海 2 月 27 日电 （记者
郝 飚）记 者 日 前 从 乌 海 海 关 获 悉 ：
2021 年，乌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5.15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155.1%，
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区第一。其中，出
口 15.07 亿 元 ，增 长 193.6% ；进 口
0.08 亿元，降低 90.3%。

乌海海关积极出台相关措施，提
高办事效率，助力企业压缩通关时
间；持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不
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助力乌海市外
贸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去年乌海市
外贸进出口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般
贸易方式占绝对主导，一般贸易进出
口总值 15.14 亿元，增长 155%，占同
期乌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下同）的

99.93%；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贸
易 对 象 数 量 增 长 至 74 个 国 家 和 地
区，新增莫桑比克、菲律宾、爱尔兰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对 RCEP（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外贸显著增
长。对 RCEP 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
4.9 亿 元 ，增 长 226.7% ，占 32.3% ；
民营企业对外贸发展贡献突出。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15 亿 元 ，增 长
154.5% ，占 99％ ；进 出 口 商 品 运 输
方式中水路运输占绝对比例。全年
经水路运输贸易额共 15.07 亿元，占
同期乌海市外贸值 99.47%；传统外
贸强势产品出口旺盛，基本有机化
学品、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仍为
出口前 3 位商品。

乌海
去年外贸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区第一

本报通辽 2 月 27 日电 （记者
郭洪申）记者从通辽市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 年该市地
区生产总值为 1411.44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0%。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333.34 亿元，同比增
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 449.91 亿
元，同比增长 0.1%；第三产业增加值
628.18 亿元，同比增长 6.3%。全市粮
食 产 量 179.66 亿 斤 ，比 上 年 增 长
3.9%、增产 6.7 亿斤，其中玉米产量
167.49 亿斤、同比增长 4.9%。粮食
单位面积产量 965.66 斤/亩，较上年
亩产增加 31.88 斤。牧业年度牲畜存
栏 1143.9 万 头（只 、口），同 比 增 长

19.0%，其中牛存栏 338.42 万头、同
比增长 14.5%。牧业年度牲畜出栏
724.09 万 头（只 、口），同 比 增 长
20.5%，其中牛出栏 101.75 万头、同
比增长 15.6%。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和极
端天气等多重考验，通辽市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
署，加快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转型升级持续推进，质量
效益不断提升，基本民生保障有力，

“十四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

通辽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11.44亿元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早晨，忙完家里的活儿，张永清穿上派出所
新配发的“护边员”制服，背上单反相机，再次踏
上巡边的路。

他是苏尼特左旗达来苏木巴彦额尔敦嘎查
牧民，也是白音都兰边境派出所聘请的护边员。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摄影发烧友。

“作为一名牧民，必须保护好草场的生态环
境；当好护边员，就要对负责的 15 公里边境线区
域里的生态安全和边疆稳定尽责。只有生态好
了，我的镜头里才能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和更美的
家乡影像。”张永清这样说起自己的“三重身份”。

巡护边境线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但他却
从不懈怠，他对边境线上的每一个土坑、每一块
石头都熟记在心。巡边时，看到铁丝网破损了，
就用钳子修理好，巡边发现的情况都会记录在笔
记本上。去年 10 月，张永清巡边时发现 1 只受伤
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濒危动物黑鹳，这种鸟全国
不到 1000 只，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他立刻通
过电话联系派出所民警进行紧急救助，成功将黑
鹳安全移送至山西省灵丘县黑鹳保护区。

2021 年，张永清为边境派出所提供线索 20
条，开展法律宣传 40 余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1000 余张，协助调解矛盾纠纷 5 起，开展边境踏
查 150 余次。由于成绩突出获得自治区级优秀
护边员的荣誉称号。

护边员镜头中的护边员镜头中的

﹃﹃
风景风景

﹄﹄

大草原上的野生黄羊群大草原上的野生黄羊群。。

与派出所民警一同巡边与派出所民警一同巡边。。

巡边路上一起研判镜头里的野生动物巡边路上一起研判镜头里的野生动物。。

形影不离形影不离。。

向民警学习对讲机的使用方法向民警学习对讲机的使用方法。。

抓拍到羊被秃鹫猎取的镜头抓拍到羊被秃鹫猎取的镜头。。

野猫野猫（（兔狲兔狲））和家狗的偶遇和家狗的偶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