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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 区域新闻 /
【聚焦】

【镜观】

□本报记者 吕学先 通讯员 张帆

“刷，刷，刷⋯⋯”在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馨鑫
苑小区，每当天蒙蒙亮，清扫卫生的声音便会准时
响起。伴着这样的声音，小区居民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和生活。

清扫卫生的是 86 岁的退休党员邓书剑。2015
年，他入住馨鑫苑小区时，小区没有物业，卫生环境
较差，闲不住的他便主动置办扫帚、簸箕，承担起义
务为小区打扫卫生的职责，而且一干就是7个年头。

馨鑫苑小区共有10栋楼房41个单元近400户居
民。“我们小区是棚户区改造小区，老弱病残者多，困难群
体多，更需要干净的环境。我早晚把小区打扫一遍，正好

也锻炼身体。”提起义务清扫的初衷，邓书剑老人说。
“大爷，早啊！”“邓爷爷，早！”⋯⋯伴随着此起

彼伏的打招呼声，老人向记者自豪地介绍起邻居
们：看到没，老张家的小子，刚住进来时才上小学，
这不，马上中考呀，是个人才；那是老李老伴，一会
儿就推着老李出来散步了，模范夫妻⋯⋯

“小区只有一个排水口，遇到下雨天特别容易
积水，所以一到下雨，我就得拿着工具去清理排水
口的污泥杂物。现在这些活儿常常轮不上我做，邻
居们处得像家人一样，谁有时间就去做了。”邓书剑
老人说。

在邓书剑老人的影响下，小区居民们开始自觉
维护起小区的环境卫生，很多人加入到清扫队伍，
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这让邓老感到非常欣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革命’的青春”，邓
老家挂着这样的横幅。在朋友同事眼里，邓老是个

“单调”“没有爱好”的人，每天除了雷打不动的清扫
卫生就是在家看报纸杂志或参加社区的党群活
动。在社区党员眼中，老人是个“活泼”“爱管闲事”
的人。党组织的学习活动，老人积极参加，带头发
言，谈心得说感想⋯⋯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他主动要求加入志愿者行
列，在小区挨家挨户上门发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单，
引导群众的文明言行；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邓老又
化身宣讲员，主动向社区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与
政策。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像我这样年纪的
人，吃过生活的苦，赶上这样的好时代，得趁着有力
气，多为群众做点事！”

义务打扫小区卫生，一位86岁党员的坚守

本报兴安 5 月 29 日电 （记者 高敏
娜 实习生 李健萍）近日，兴安盟举行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签约仪式，在全区率先建
立“政府+保险+银行+企业”的食品安全保
险服务新机制，为全盟 6000 余家餐饮服务
提供者提供强有力的食品安全责任风险保
障。

签约仪式上，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工商银行兴安盟分行、人保财险兴安盟
分公司正式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合作
协议》，并为现场 13 家餐饮行业代表企业赠

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
据 悉 ，工 商 银 行 兴 安 盟 分 行 为 全 盟

6000 余家餐饮企业每家缴纳 148 元的保险
费，人保财险兴安盟分公司为每家餐饮企
业提供 100 万元的保险额度。这种以“银
行出资、保险保障、商户受益、消费者放心”
的机制，不仅探索出一条“政府推动、金融
助力”的可行模式，还实现了“商户减负、百
姓受益、社会共治、多方共赢”的全新运营
局面，为兴安盟广大食品经营商户和消费
者撑起食品安全“保护伞”。

兴安

投下全区创新机制下食品安全责任险第一单投下全区创新机制下食品安全责任险第一单

本报赤峰 5 月 29 日电 （记者 王塔
娜 通讯员 蒙慧林）“我以为房子过完户
还要分别跑自来水公司、供电营业厅、燃气
公司、热力公司单独办理过户，没想到水电
气暖跟房子一起办理完了，现在不仅服务
好，效率还高，真是把事办到了我们的心坎
里了。”几天前，在赤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新城分厅办理完过户手续的陈先生真切感
受到了政务服务跑出的“加速度”。

今年 4 月，赤峰市政务服务局开启不动
产登记与水电气暖联办过户新模式，将不
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暖联办过户实施“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这是今年赤峰市推出的
16 个“一件事一次办”其中之一，市民在办
理二手房过户时，只需到不动产受理窗口
提交一套材料，就可以同时办理水气暖同
步迁转，电力过户提供电表户号就可以实
现无人工干预，网上自动迁转。

深化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暖联办过户
是赤峰市政务服务局积极落实《赤峰市打
造最优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推出的重要举
措之一。年初以来，赤峰市政务服务局持
续 深 化“ 放 管 服 ”改 革 ，不 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加快推进深化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暖
联办过户、深化水电气暖协同报装“一件
事”集成服务，多次召开联席会议，邀请赤
峰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住建局
和电力暖气相关企业，共同梳理工作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建立
各部门沟通、联系机制，开展“一对一”精
准对接，明确时间节点，采取周报送工作
方式，全力保障各项工作快推进、快落实、
快见效。

截至目前，赤峰市 16 个“一件事”集成
服务工作已全部确定统一服务指南和流程
图。其中，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暖联办过
户和深化水电气暖协同报装“一件事”集成
服务工作，克什克腾旗已实现在线下大厅
实际运转；电力线路铺设涉及的市政项目
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已在红山区开展测
试；企业间不动产转移“一件事”集成服务
申请材料由 10 份整合精简至 6 份，办理流
程压缩至 2 个环节，市级（含红山区、松山
区）、元宝山区、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
腾旗、宁城县、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均已做
到实际办理。

赤峰

1616 个个““一件事一次办一件事一次办””高效便民高效便民

本报通辽 5 月 29 日电 （记者 薛一
群）以“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为主题
的“百灵鸟”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日前在通辽
市举行，活动邀请了教育专家、律师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教育
引领市民在陪伴孩子成长中承担起家庭教
育的主体责任。同时，通过覆盖城乡社区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将此内容的精
品课程送到千家万户，营造全社会重视支
持家庭教育的浓厚氛围。

去年以来，通辽市妇联在推动妇女儿
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完善“和谐家”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推进巾
帼法治维权工程，成立巾帼普法维权志愿
服务队，推动依法维权和关爱服务，慰问残

疾、患病、留守等困境妇女儿童 144 人，发
放慰问金 10.2 万元。推进家家幸福安康工
程，扎实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强化“百
灵鸟”家庭教育品牌创建，开展“百灵鸟”
助考行动，赴各旗县市区开展讲座 16 场次，
为 3000 余名家长和中高考考生进行心理
疏导。创新开展“党员额吉”志愿服务行
动，通过“送爱心圆梦微心愿”“送智慧启迪
助成长”“送温暖关爱守健康”“送美德传承
好家风”四项活动，组织全市女党员与困境
儿童结对。通过通辽女声微信公众号、通
辽女性视频号等阵地，集中开展家庭教育
促进法、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最美
家庭家教家风事迹宣传、教育专家公益课
堂推广等活动。

通辽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百灵鸟百灵鸟””家庭教育品牌创建家庭教育品牌创建

鄂尔多斯

□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段小雨

小琳雪，是曹建国“接收”的第一个孩子。
今年 59 岁的曹建国是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完全

小学的教师。2008 年，3 岁多的小琳雪上了幼儿
园，成了曹建国老伴的学生。琳雪父亲独自抚养孩
子，工厂倒班无法按时接送，就拜托曹建国夫妇帮
忙照顾一下。他们不忍拒绝，就答应了琳雪父亲的
请求，这一照顾就是 8 年。

然而照顾琳雪并不是结束，却是开始⋯⋯
学生家长都信任曹建国，他也愿意义务照顾孩

子，他家里来了越来越多的小孩，许晶、周涵、刘雪⋯⋯
有的几天，有的几个月甚至几年。2015 年，浩文和
浩静兄妹俩到了曹建国家，他们是阿右旗塔木素镇
贫困户的孩子，通过政府协调，曹建国承担起了照

顾兄妹俩的责任。浩文身患猩红热，肺不太好，曹
建国夫妇便带着孩子到金昌等地求医，如今不仅病
好了，赛跑还能得第一；浩静到家里时才 3 岁，夫妇
俩把他们当做亲孙子一样疼爱。周末兄妹俩要回
家，孩子父亲只能雇车接孩子，曹建国便尽量抽时
间自己接送，为他们减轻经济负担。“现在，哥哥六
年级，妹妹四年级，他们家脱贫了，条件也比以前好
多了。”曹建国欣慰地说。

对于曹建国来说，最头疼的还是孩子们的学习
问题。一名叫乐源的孩子一年级时学习很吃力，曹
建国和老伴不厌其烦地辅导，家里、路上，能利用的
时间都用上了，门上墙上贴满了字，才把课程赶上
来。浩文由于患病落下不少课程，加减法和识字都
比同学差很多，曹建国准备了计数棒和生字卡，掰
着指头教他数数、认字，细致教导下，浩文不仅跟上
了课程，人也变得开朗起来。现在曹建国除了对孩

子们进行课程辅导外，还买了不少课外书籍让他们
阅读，定期考生字词和轮流背古诗词。

曹建国十几年来照顾的这些孩子，家里生活条
件都比较差，他经常自费购买或从亲戚朋友处找一
些衣服、鞋子给孩子穿。无论吃住、上学、看病，还
是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接送孩子，他从来没向
孩子家中要过一分钱。考虑到孩子的衣服用洗衣
机洗不干净，每到周末夫妇俩就会手洗，晾衣杆上
满满当当都是孩子们的衣服。

40 多年来，曹建国在坚守教学一线的同时，义
务帮扶农民工、贫困户的孩子，几十年如一日，共帮
扶了 14 名贫困家庭学生。他先后获得 2017 年阿拉
善盟最美乡村教师、2019 年阿右旗优秀共产党员和
2020 年全旗道德模范等称号。面对诸多荣誉，曹建
国并没有自满，他说：“我深爱教师这个职业，并愿
意为学生们倾注全部的爱心。”

爱心帮扶学生14载，最美乡村教师的情怀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摄影报道

“ 唯 有 牡 丹 真 国 色 ，花 开 时 节 动 康
城。”近日，2022 年“5·19 中国旅游日”鄂
尔多斯主题活动暨第十一届鄂尔多斯牡
丹文化旅游宣传月活动在鄂尔多斯婚礼
文化园启动。

本届牡丹文化旅游宣传月活动以“感悟
中华文化 享受美好旅程”“与文明相伴 与
健康同行”为主题，以星空夜游、旅游演艺、
品质美食为亮点，突出科技感、时尚感、参与
感三大特点，将举办开幕式、中国旅游日文
旅系列活动、牡丹文化旅游宣传月专项活
动、文明旅游主题活动等四部分25项活动，
给市民带来一场别样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牡丹花开迎客来牡丹花开迎客来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冯玉 摄影报道

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兰牧骑联合乌审旗图
克镇黄陶勒盖嘎查开展了主题为“民族团结一
家亲，文化振兴献母亲”基层志愿服务活动。

为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鄂尔多斯市乌兰牧骑在乌审旗图克镇黄陶勒
盖嘎查设立志愿服务帮扶点，活动当天举行授
牌仪式的同时，为嘎查捐赠了扬琴、四胡、三弦
等乐器。黄陶勒盖嘎查党支部书记沙仁高娃
高兴地说：“今后，我们用这些乐器组织农牧民
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用实际行动发挥好嘎查村
文艺队的作用，让嘎查文化阵地‘热’起来、群
众‘动’起来、文化活动‘火’起来。”

活动现场，鄂尔多斯市乌兰牧骑为嘎查文
艺队作了文艺辅导，并建立了帮扶工作长效机

制，将长期为嘎查文艺队提供艺术辅导、设备
支持等服务，改善嘎查文艺队的文化设施、文
艺表演及文艺创作水平。

来到了嘎查，乌兰牧骑演员少不了要为农
牧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独唱《党旗更鲜
艳》《唱支山歌给党听》、五重唱《牧民歌唱共产
党》、舞蹈《赛鲁日拜咚赛》《酒歌》等节目轮番
上阵，将演出推向一个个高潮，现场掌声、欢呼
声、喝彩声不断，不少观众拿出手机拍照录像，
让农牧民在家门口过了一把“戏”瘾。

活动当天，鄂尔多斯市乌兰牧骑还通过悬
挂条幅、发放《宪法》《民法典》法律书籍、科技
类实用书籍、法治宣传品、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等方式，向农牧民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民
族理论政策、法律知识等，有效拓展了法治宣
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结合的深度与广度，成
为繁荣法治文化创作、扩大“法治乌兰牧骑”影
响的有效载体。

乌兰牧骑
队员为基层群
众指导马头琴
演奏。

家门口的家门口的

﹃﹃
文化大餐文化大餐

﹄﹄

筷子舞非遗传承人为队员们现场指导。

发放学习手册发放学习手册。。

本报乌海 5 月 29 日电 （记者 郝
飚 通讯员 鲍维）记者日前从乌海市医
疗保障局获悉，为深入推进医保领域“放管
服”改革，乌海市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取消职
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办理异地
就医转院手续，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备案
流程，为广大参保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异地就医服务。

据乌海市医疗保障局相关人员介绍，
医保异地就医转院手续取消后，跨省临时
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后在异地定点医疗机构
直接结算的，政策范围内个人先行自负比
例统一调整为 10%；未备案返回参保地经

办机构结算的，政策范围内个人先行自负
比例仍为 30%；符合报销政策的门诊票据，
同住院费用个人自负比例一致，到参保地
经办机构结算；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按
原政策执行。

今年以来，乌海市医保部门不断深化
医保改革，按照“免证明材料、免经办审核、
即时开通、即时享受”的原则，通过优化跨
省就医备案流程、实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等一系列医保惠民举措，确保参保群众可
及时享受异地就医结算待遇，实现“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乌海

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取消转院手续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取消转院手续

本报鄂尔多斯 5 月 29 日电 （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张智勇）近日，记者从鄂尔多斯市科学技
术局获悉，2022 年度鄂尔多斯科技创新奖补工作，
经过创新主体申报、信用审查、奖补公示等环节，下
达首批资金 1574.5 万元，涉及新建的科技平台载
体、新认定的科技型企业、新获批的科学技术奖、新
立项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四大领域 73 项奖补事
项。与此同时，自治区立项鄂尔多斯 2022 年重点研
发和成果转化项目 15 项，已完成公示，预计下达项
目资金 1330 万元。

鄂尔多斯市财政专项资金“真金白银”的投入，
推动企业真正成为了科技投入、技术攻关和成果转
化的主体，实施“标志性项目”、形成“标志性成果”、
打造“标志性创新团队”。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多项措施让创新不问“出身”落
到实处，在全区率先出台落实“科技兴蒙行动”科技
新政 30 条，实施“八大行动”，形成“1+N”为统领的

系列改革举措，对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给予财政经费
奖励支持，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
造活力，全市科技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助力鄂尔多
斯营商环境评估综合得分继续位居全区第一。实
施政策敲门找企业行动，编印《鄂尔多斯市科技创
新惠企政策汇编》《鄂尔多斯科技惠企政策指引》，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首先，体现在体制机制增活力上。在全区率先
建立“揭榜挂帅”机制，为敢创新、善创造、出成果的
创新主体提供公平的创新环境。去年以来，以“揭
榜挂帅”支持 6 大类项目创新主体 4700 余万元财政
专项资金，撬动创新主体投入科技创新 1.1 亿元。

其次，创新主体强动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双倍增”、规上工业企业“三清零”等专项行动，会
同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支行推动各类金融机构
开展科技创新贷、科技小额贷、专利质押贷等科技
金融产品，使用再贷款、再贴现、创业担保贷款等开
展金融支持。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分段补助，印发

《鄂尔多斯市关于支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励补助
办法》，开展科技资金后补助。2021 年，新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 72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178 家，452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 117 家实现“三清零”，新增 40
家，企业创新活力突显。

再次，在人才培引聚内力上发力。鄂尔多斯市
出台人才新政 30 条，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引育行动，
全力构筑科技领军人才集聚地，建成全区首家国家
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聘请 6 位院士为市政
府科技顾问，引进科技领军人才 17 人、科技创新人
才团队 7 支，培养国家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1 人。开
展跨界别、跨领域选派科技特派员，加大对技能型
人才的选派力度，将服务领域从农牧业领域拓展到
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推进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改
革，出台《鄂尔多斯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实施项目资金使用“包干制”，大幅度下放资金
管理使用权限，给科研人员松绑，激发科研人员创
造活力。

“真金白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