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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云集】
土默特右旗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马媛

土默特右旗顺应百姓旅游消费新需求，在更
好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繁荣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乡
村振兴，取得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一股新潮流，尤其是在
受到疫情影响后，城市周边短途的乡村游更受追
捧。据此，土右旗积极发展打造了短距离、小范围
的精品“乡村旅游”，为人们休闲度假提供了好去
处，在丰富消费者选择的同时，也鼓起了农民的腰
包。

“看美景品美食拍美照，在这里全都能满足。”5
月18日，从包头市来到土右旗明沙淖乡贺成泉村
黄河渔村游玩的张慧满足地说，他对这个火爆朋友
圈的“网红渔村”向往已久，而实际到访后的他，也
连连感叹：“不虚此行！”

水面有荷花、田里有水稻、水里有鱼虾、岸上有
农家。如今的贺成泉村，早已成为了周边游客休闲
度假的目的地，村头的农家乐门口经常车满为患。

一排排民居规整有序，外墙上栩栩如生的卡

通画，有以鱼为主题的，有以怀旧为主题的，还有趣
味十足的动漫主题。与整洁干净的房屋互相映衬，
好一幅乡村美景。

看罢美景，拍过美照，热气腾腾的黄河鱼、炖羊
肉、金黄油亮的胡油炒鸡蛋、鲜嫩爽口的野菜……
一道道美食摆上桌，光闻味就让人垂涎欲滴。

据黄河渔村的厨师介绍，这些菜肴的原料生
产于土右旗明沙淖乡本地的龙头企业，“天牧人”的
羊肉，鲜美不膻、软嫩多汁；“建华禽业”的鸡蛋，颜
色橙黄、个大饱满；“鲁蕊香”的胡油，飘香四溢、天
然健康。

“只有选用本地特有的烹饪原料，以本地惯用
的烹调方法，才能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沿黄旅游通道上，张文义的“张三渔家乐”已经
营多年。从最初的2个鱼塘发展到现在的4个鱼
塘，他说这都是修路带来的变化。

“以前我们的生意主要是依靠大城西煤场，
2017年，门前这条旅游通道修好后，周边的游客便
多了起来，2018年，我在原有2个鱼塘的基础上又
承包了2个，现在一年收入有20来万元吧。”张文
义说。

按照统筹城乡、回归自然的发展思路，明沙淖
乡依托贺成泉村的沿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以休
闲农业为内涵，着力发展以田园生产、田园生活、田
园景观为主的黄河渔村田园综合体。

明沙淖乡党委委员张志维说：“黄河渔村田园
综合体是打造沿黄风情产业带的重点项目，贺成泉
村则是沿黄风情产业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看惯了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在民俗美食、咖
啡屋与特色民宿并立的沟门镇西湾村民俗街，总会
发现别样的惊喜。

“黄河炖鲤鱼”宾客盈门，新鲜肥美的黄河鲤鱼

汤浓鱼鲜，再加上几片农村豆腐，一口气吃3碗米
饭才觉得过瘾。走进“大羊为美”小店，映入眼帘的
菜谱似乎传来了一缕熟悉而亲切的柴火味道，传统

“碗面子”、农家传统开胃小菜、传统炸肉丸子，锅中
的美食滋滋冒着香味，儿时的回忆瞬间拉满。“十里
香酒坊”纯粮食酿造的美酒酒香扑鼻，喝一口回味
悠长，叫人直呼醉了醉了……

据了解，土右旗沟门镇西湾民俗街是大雁滩
田园综合体核心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全长1600
米，共计完成投资2600万元。现已建成粗茶布艺
杂粮、电子商务中心、老酒坊、各式小吃等旅游接待
示范户26家，畅园、味道小院等大型农家乐4家，
引导村民发展具有田园风情的农家小院8家。 目
前，已初步打造成了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
的民俗文化旅游示范街，实现新增就业岗位277
个，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2000多元。

近几年，沟门镇聚焦“乡村休闲旅游业”，积极
谋求新发展方向，充分挖掘乡土风情资源，进一步
打造农家乐、休闲体验、采摘观光等特色旅游项目，
丰富周边田园生活旅游与极具乡村气息的特色体
验。在回应游客多种需求的同时，做出了独有的特
色，打造了一张靓丽的“民俗游”名片。

□本报融媒体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实习生 包沙琳

走进乌拉特中旗呼勒斯太苏木呼勒斯太嘎
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鸿牧奶业的奶食品
加工车间，车间里弥漫着浓浓的奶香，用鲜牛奶
制作的奶皮子、奶酪、奶豆腐等整整齐齐摆放
着。

“我们的奶食品不够卖，现在这些都已经被
预购了。”呼勒斯太嘎查党支部书记贺喜格图高
兴地说。

近日，鸿牧奶业合作社开始生产运营。去
年，呼勒斯太嘎查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优

势，经过外出学习考察、研究讨论、征求农牧民
群众意见，决定由嘎查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
社，把党建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以组织优势
促进产业发展。

嘎查党支部领办的鸿牧奶业专业合作
社，总投资425.5万元，由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资金、嘎查集体和牧民入股资金 3个部分组
成。目前，已建成了养殖暖棚、储草棚、青储
窖、挤奶厅、传统奶食品加工车间等基础设
施，还配备了奶食品制作发酵罐、炼制锅等现
代化设备。嘎查“两委”成员多次赴各地奶牛
养殖场，从体型外貌、生产性能、繁殖能力及
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比对，目前已采购回20
头优质奶牛。他们还对每头奶牛逐一进行采

血、皮试、分离血清、登记建档等，确保检疫率
达100%。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水果口味的奶塔，口
感不错！我之前在市场上见过，但是不知道做
法，这段时间在苏木组织的奶食品加工制作培
训班里学习到了，我们要多增加一些奶食品种
类，提高收入！”萨仁花是呼勒斯太嘎查的一名
牧民，她入股了1万元，并应聘为合作社的奶食
品加工人员，不仅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工资，
年底还有入股分红。如今的她干劲儿十足，信
心满满。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发展壮大了嘎查集
体经济，还为牧民提供了就业岗位。随着今年
合作社正式开始运行及奶食品的热卖，还将吸

纳更多农牧民就近务工。呼勒斯太苏木党委政
府加大对合作社从业人员的奶牛饲养技术和奶
食品加工制作工艺的培训力度，还为合作社聘
请了一名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的经营和管
理。

“我们正在打造一种‘生态+生产+生活’三
生同步的经营模式，我们的生产车间就在草原
深处，同时在生态牧场开办旅游点接待游客，今
年还将组织员工在苏木建成的‘党建+电子商
务’帮扶示范基地系统学习网络直播，通过直播
带货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奶食品！”职业经理人
石磊满怀憧憬地说。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效激活了牧区资源
要素，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集体群众都受益
【云采风】

乌拉特中旗

本报包头5月 19日电 为推动作
风建设走深走实，提高新开办企业社保
登记便利度，近日起，包头稀土高新区社
会保险中心依托“内蒙古人社网上办事
大厅”，开通未参保企业社会保险登记网
上申报渠道。稀土高新区注册企业办理
社保登记业务，只通过网上操作，就可以
进行参保登记，实现从企业社保新开户、
职工参保登记、减员的全流程“零见面”
网上办理。

今年以来，高新区社保中心发挥服
务新动能，积极落实公共服务标准化建
设，推广经办服务综合柜员制，依托“内
蒙古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实现“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实现企业新开社保账户

“不用跑”、重复表格信息“不用填”，深挖

“互联网+”服务潜力、释放“放管服”改革
活力。

与此同时，稀土高新区还通过“社保
中心”微信公众号、企业社保服务钉钉
群、社会保障大厅公告栏、服务台的公共
服务事项指南，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
线上线下社保登记政策通知和企业社保
新开户、职工参保登记、减员的业务操作
指引；采取信息技术与窗口服务相结合
的方式打造集手机应用、自助网厅、实体
大厅“三位一体”的“智慧人社”服务平
台，推动形成线上办理企业社会保险登
记为主、实体办理为辅、自助办理为补的
经办服务新格局。

（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稀土高新
区新闻中心 贾婷婷）

稀土高新区 “云申报”让社保服务“零见面”

沿黄乡村游正当时

【云听】

本报呼和浩特5月 19日讯 为深
入推动一站式多元解纷向社会延伸，
向重点行业领域延伸，日前，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法院成立呼和浩特市首家金
融纠纷调解中心，并在驻建设银行工
作站暨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工作站举行
揭牌。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有效凝聚法院、
银行、专业化调解组织三方，由金融纠纷

调解经验丰富的专业调解组织在工作站
派驻调解员，现场调解银行与金融消费
者之间的纠纷，着力将金融纠纷化解在
前端。通过“金融机构驻点特邀调解+司
法确认”的模式提高调解工作效率，优化
资源配置，节省成本，实现“一站式”解决
金融纠纷。

（融媒体记者 刘洋 新城区融媒
体中心 于菲）

新城区 呼和浩特市首家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成立

本报乌海5月19日电 近年来，为
切实解决居民养老难题，乌海市乌达
区以“互联网+养老”入手，强化线上点
单、线下服务，积极盘活社区日间照料
服务功能，引入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为
老年人居有所安、安有所乐提供坚强
保障。

今年以来，乌达区民政局本着以在
城区步行15分钟、农区步行30分钟的
养老圈为标准，对社区养老点重新布局，
盘活原有社区日间照料功能，积极打造

4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9个社区级服
务站。同时，支持社区养老、医疗卫生服
务设施协同发展，鼓励扶持专业服务机
构承接社区日间照料工作，为老年人提
供专业化的医疗护理、理疗康复、心理咨
询等服务。在强化居家养老服务功能的
同时，乌达区民政局利用公建民营的方
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新建了3家养老机构，大大弥补了养
老短板。

（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达区 优化养老服务 托举幸福“夕阳红”

本报锡林郭勒 5月 19日电 今年
以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禁毒
办牵头开展禁毒守护专项行动，不断
推进禁毒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
化，将禁毒工作向纵深推进，织牢防毒
网。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禁毒办民
警联合边境派出所，在重点路段检查
站，对过往车辆逐一进行检查，对一切
可疑人员进行吸毒检测，震慑潜在涉
毒违法犯罪分子，及时发现和打击吸、
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检查中，民警

充分运用警犬对乘客的行李等进行排
查，做到逢包、逢液必查，并向每一位
驾驶员宣传毒驾的危害和反诈知识，
呼吁驾驶员自觉抵制毒驾，要求群众
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各类涉毒线索。
通过联合检查，有效震慑了吸毒人员
驾驶机动车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的发
生，维护了乌拉盖管理区和谐稳定的
社会治安环境。

（融媒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恽黎）

乌拉盖管理区 织牢防毒网 守护大草原

【云窗】

●近日，由乌海市残联主办、海勃湾
区残联承办的以“促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
残疾人权益”为主题的第三十二次全国助
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勃湾区林荫街道
办事处举行。活动现场，区残联工作人员
为残疾朋友讲解并发放《残疾预防知识》
《残疾人就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残疾人优惠政策》等助残惠残
政策宣传手册200余本；同时设立残疾人
用工企业咨询台，邀请到海勃湾区各用人
单位介绍残疾人用工岗位；多家医疗机构
开展免费问诊志愿活动。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今年化德县将新建高标准农田7
万亩，总投资8400万元，覆盖6 个乡镇23
个村民委员会，重点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
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
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工程和耕
地质量建设等。项目建成后，县域农业生产
条件及生态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新增节水
灌溉面积1.46万亩，年节约用水量49.9万
立方米，新增旱作高标准农田5.76万亩；年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665.58万公斤；项目区
直接受益农户2985户、7344人，年纯收
入增加1232.86万元。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郝凤雄）

●近日，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
营公司包神铁路运输处上湾站组织职工
开展隧道内非正常接发列车现场演练。
针对隧道内信号联系困难时接发列车，要
道还道、现场对道、进路准备、道岔的检查
与锁闭、如何引导等多项内容进行了操作
演练。并针对演练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处
置措施进行了总结，对每个员工在操作中
存在的不足进行了一一指正，有效提高了
员工处置列车非正常情况下隧道内设备
故障的能力。 （罗志扬 刘旭杰）

●近期，正蓝旗动物防疫人员深入农
牧区，为各类牲畜注射疫苗及消毒灭源工
作，确保全旗牲畜的安全。全旗重大动物
疫病集中免疫工作从4月初到11月底分
两个阶段全面推进。目前，该旗各苏木镇
（场）组织动物防疫员正在有序开展高致
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确
保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90%以上，有
效预防和控制重大动物疫情。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乌海市乌达区开展校园消防
疏散应急演练活动。乌达区胜利街小学
1172 名师生按照火场逃生疏散演练技
巧，用时1分 4秒成功撤离到安全区域。
演练结束后，消防员们在操场上以情景互
动的方式，与师生们一起模拟了灭火演
练，向大家展示了正确的逃生自救方法，
并详细讲解、示范有关消防器材的正确使
用方法，同时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日前，乌拉特后旗供电公司组织
43名员工参与了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
2022年第一批安全及业务技能知识普考
活动，第一批参与的所有员工成绩均为优
秀。此举，将助推该公司员工业务技能水
平的全面提升，为打造新时期“学习型”企
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巴根那 王璞）

●为进一步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
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避免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近日，杭锦旗交管大队组织民警
走进客运站开展“一盔一带”守护行动。
民警呼吁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
法规，并引导交通参与者在旅途中自觉系
好安全带，做到安全文明出行。（王志清）

●近日，乌海市海南区民政局、居家
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华苑社区和“五社联
动”社工站联合举办了“感恩母爱”特别活
动。活动精心编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合
唱、舞蹈、独唱、小游戏等，表达了居民对
伟大母爱的赞美。并邀请了老年妈妈们
入座观演，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老
人们诵读感恩祝福语，养老服务线下服务
商为老人送出母亲节蛋糕，使老人们感受
到满满的幸福。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通辽市公安局组成教官团深
入（首站）科左后旗公安局开展“全警实战
练兵、提升干部能力”暨警衔晋升培训活
动。此次培训班采取“1-5-9”组训新模
式。即对参训民警进行1次准入测试；开
展为期5天的集中授课；开展为期9天的
线上学习；既提升了民警的综合能力，又
保障了参训时间，得到了广大参训民警的
一致认可，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周连龙）

●近日，内蒙古扶贫基金会携手浙江
普施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锡林浩特举
行捐赠医疗设备仪式，捐赠的物资价值
300余万元，包括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全
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便携式凝血分析仪4种基层常用检测
设备53台。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这两天，苏尼特右旗全胜育肥养殖专业合
作社的100颗樱桃树已经结满了樱桃，这段时
间正是樱桃树的硬核期，再过几天，就能出售
了。

樱桃是一种高质量的水果，它的生存条件
要求比较高。樱桃不耐旱不耐涝，对水分要求
严格，土壤黏重、水分过多或排水不良，都会造
成土壤氧气不足，影响树体的生长发育。樱桃
喜光，对光照的要求比其他果树要高。

“如果没有京蒙协作，我们哪能知道苏尼
特草原上还能种植樱桃啊。”合作社负责人范
聪慧介绍说，建大棚，种植樱桃已初步取得成
功，还为好几家脱贫户安排了工作岗位，为当
地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

2019年，北京市大兴区对口帮扶苏尼特
右旗，拿出66万元京蒙协作资金帮助合作社
建设标准暖棚，今年，2亩地暖棚里的100棵樱
桃树能产3000斤樱桃，平均每棵树能结30斤
的果，产量比去年翻了3倍。预计明年每棵树
产量还能增加20斤。

范聪慧说，今年还想申请资金，再多建2
座樱桃大棚，让更多农牧户参与到特色种植产
业当中，实现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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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樱桃大棚一座樱桃大棚，，一个致富新希望一个致富新希望。。

定时定点给樱桃树浇水定时定点给樱桃树浇水。。

精心打理每一棵树精心打理每一棵树。。

结满了果实结满了果实。。

建了大棚建了大棚，，干旱少雨的苏尼干旱少雨的苏尼
特草原成为了高档水果樱桃最特草原成为了高档水果樱桃最
适合生长的沃土适合生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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