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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明确分工明确，，提高效率提高效率。。
宝音宝音（（左左））是位剪羊毛的能手是位剪羊毛的能手。。

为方便剪羊毛为方便剪羊毛，，青海家临时搭建了简易羊圈青海家临时搭建了简易羊圈。。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6月的锡林郭勒草原，艳阳当空、气温升高。结束了45天的
春季休牧期，草原迎来了繁忙的剪羊毛季节。

在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木额尔登高毕嘎查牧民青海
家临时搭建的羊圈里，一家人和前来帮忙的锡林郭勒边境管
理支队格日勒敖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正忙着给羊剪毛。抓
羊、绑腿、精修细剪，在大家默契的配合下，剪羊毛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

剪羊毛是牧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能给牧民带
来一定的经济收入，还能防止寄生虫滋生，有利于羊群健康度
过炎热的夏季。

格日勒敖都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宝音说，剪羊毛是个季节
性很强的活儿，如果晚几天，羊毛会被网围栏或灌木丛挂落，
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因此，近几天派出所安排人员，帮助辖
区牧民剪羊毛，不仅增进了警民的鱼水之情，还让民警们掌握
了一种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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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区域新闻 /
【聚焦】

本报鄂尔多斯6月5日电 （记者 王玉琢 实
习生 李建国）2022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深入贯彻中
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围绕落实

“人才新政30条”和“十百千万”人才计划，聚焦人才
“引育用留”全链条，统筹推进人才政策落实、平台建
设、环境优化和服务保障等各环节工作，推动鄂尔多
斯市人才工作整体提升、全面进步，为鄂尔多斯走好
新路子、建设先行区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

聚焦政策落实“引才”。以“十百千万”人才计划
为抓手，定期发布引才需求目录，用好各类人才政策，
推动在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学科、重点项目上引
进一批急需紧缺人才。今年以来，发布了包含83家企
事业单位、370个岗位、共计2231个人在内的人才需
求信息目录，目前15家单位已启动引才工作，计划新
引进高层次人才119人。进一步优化政策落地机制流
程，随时受理、按时审核、及时兑付，让人才及时全面、
不折不扣享受到政策“红利”，有效激发了用人主体和
各类人才的积极性。目前，已依据政策评选资助高层

次人才和乡村优秀人才147名、优秀人才团队28个，
给予5个获评团队滚动支持，兑现各类奖补经费3800
余万元。

聚焦平台建设“育才”。大力支持市属“一本三
专”院校围绕“风光氢储车”等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布局，加强具有比
较优势的重点专业建设和职业技能人才培育。持续
做大做强鄂尔多斯科技创新“一区一园一院”，大力支
持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研发平台建设，深化与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战略合
作，不断提升优秀顶尖人才的培养集聚能力，为人才
施展抱负搭建更大舞台。今年以来，通过项目合作等
方式引进培育各类人才项目载体平台103个，依托平
台开展合作研发项目60余项。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
人才内部挖潜增效工作的通知》，引导用人主体加强
现有人才挖潜，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聚焦环境优化“用才”。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制定了17项配套办法及落实细则，着力解
决为人才松绑不到位、人才评价不合理、人才使用不

科学、人才流动不顺畅等政策落实中的具体问题，畅
通人才新政落实“最后一公里”。制定出台了“三个标
志性”（标志性创新项目、标志性创新团队、标志性创
新成果）项目管理办法，探索推行“揭榜挂帅”等方式
开展课题研究，定向征集“三个标志性”项目91项，投
入1.15亿元，实施6个“揭榜挂帅”项目，以创新实践发
现引进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大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制
约。

聚焦服务保障“留才”。制定印发党委联系服务
专家工作制度，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分级分类直接
联系服务专家人才制度，畅通沟通渠道，密切联系服
务，实现领导干部联系专家人才全覆盖。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现高频公共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次”，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好
人才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住房安居、医疗保健等“关
键小事”，让各类人才拥有更多获得感。通过人才工
作典型选树、系列报道、示范点案例展播等形式，多层
面宽角度宣传市人才政策和发展环境，持续加强人才
发展氛围营造。

“引育用留”释放人才“红利”

本报巴彦淖尔 6月 5 日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近日，国家四部门
联合发布《第三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名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中医医院内蒙古医院成功入选，该建设
项目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国务院医改
领导小组秘书处（以下简称“四部门”）
启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工作，分两
批次遴选确定了26个试点项目，并给
予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2021年将优
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内蒙古等12个
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纳入建设范
围。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以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为输出医院，巴彦

淖尔市中医医院为依托医院申报的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内蒙古
医院建设项目成功入选。

目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已与自治区政府签订合作共
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协议。按照双
方协议，以心血管疾病、脑病及呼吸
疾病为重点，在预防、诊断、治疗、康
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及管理等方
面开展全面合作，完善区域优质医疗
资源配置，提升内蒙古西部地区医疗
服务能力。同时，打造高层次的中医
人才培养基地、高标准的科研创新和
转化平台、高水平的现代化中医医院
管理高地，为“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
建设贡献力量。

巴彦淖尔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一建设项目落地临河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一建设项目落地临河

本报通辽6月5日电 （记者 郭
洪申 通讯员 佳禾 佳华）近日，9
头被取名为“熊猫牛”的黑白花犊牛在
现代牧业通辽有限公司顺利诞生。这
9头通过胚胎移植孕育的纯种荷斯坦
犊牛是自治区首批胚胎移植奶牛，标志
着奶牛核心种群繁育在我区进入了产
业化实施阶段。

据了解，运用胚胎移植技术繁育纯
种荷斯坦犊牛在我区尚属首例。培育
优质种群，不仅有利于母牛遗传资源的
高效利用，加快遗传进展，还可以降低
胚胎生产成本，丰富本地种群结构，对
奶牛产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据公司场长于春阳介绍，去年 7

月，该公司从国外引进荷斯坦胚胎718
枚，利用牧场的母牛作为受体，通过

“借腹怀胎”，采用奶牛体外胚胎移植
技术，培育纯种荷斯坦奶牛核心群，目
前已有 270头奶牛正常怀孕，已出生
的这 9头牛体貌特征、健康程度都非
常好，后续每个月预产在35-40头之
间，相对于其他普通的牛，它的产奶量
会比国内的牛要高5公斤。“今年我们
还要继续移植1000头左右，后续生产
的胚胎部分自用，另一部分要进行出
售，预计单头牛盈利能力在10万元左
右。还要建立自己的胚胎移植实验室
和核心育种场，培育一批核心牛群。”
于春阳说。

通辽

自治区首批胚胎移植自治区首批胚胎移植““熊猫牛熊猫牛””诞生诞生

本报包头6月5日电 （记者 刘
向平）“这个活动举办的太及时了，让我
们学到了不少知识，不然老百姓哪能识
别这些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在包头市
日前举办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
传月暨反诈宣传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
上，青山区社区居民苑杨说。

为响应中宣部、公安部于 5月 10
日联合启动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
宣传月活动，不断推进反诈知识“六
进”，着力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反诈宣
传教育体系，切实维护全市社会稳定和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守好人民群众的

“钱袋子”，包头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

青山区公安分局举办了此次主题活动，
并建立了社区反诈工作站，目的在于

“以社区为阵地”逐步推进“无诈单元”
“无诈楼宇”“无诈社区”的反诈新格局。

包头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政委龚学
理说，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智能犯罪已
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一个突出
问题，电信诈骗作为唯一可防性的刑事
犯罪，其侦破难度大，作案手法新。切
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性与辨别能力
成为降低电诈案件发案率的关键一
环。反诈宣传进社区，不仅拉近了民警
与社区群众的距离，也打通了反诈知识
普及的“最后一公里”。

包头

反诈宣传进社区反诈宣传进社区 守好群众守好群众““钱袋子钱袋子””

赤峰

鄂尔多斯

□本报记者 魏那
通讯员 张英男 摄影报道

初夏，道劳毛道村村民王玉华一
家在食用菌冷棚采摘第一茬蘑菇。

上京食用菌脱贫产业园是赤峰

市巴林左旗重点建设的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占地 569 亩，建有住房 175
栋，生产性食用菌冷棚 175栋，发菌
暖棚 40栋，保鲜库、仓储库、烘干车
间、菌棒加工车间等配套设施一应
俱全，安置了来自全旗各地的贫困
户175户 474人。

今年的蘑菇又丰收了今年的蘑菇又丰收了

本报乌海6月5日电 （记者 郝
飚）近日，集在线申请法律服务咨询、在
线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等功能于一体的
一站式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互联
网无人律所”亮相乌海市，可为市民提
供7×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

据介绍，“互联网无人律所”基于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设有
在线法律咨询、文书服务、文书模板、诉
讼服务、在线学法等功能。平台利用互
联网整合全国4.5万多名律师资源，按
照“本地律师优先+全省律师补充+全

国律师兜底”的服务供给机制，可为市
民群众提供 6秒钟快速响应、律师 24
小时在线的法律咨询服务。在面对面、
一对一的咨询交流中，市民可提出自己
的法律诉求、律师也会结合实际情况给
出建议。据悉，每天每位市民可免费咨
询30分钟，咨询结束后，还可通过平台
进行起诉状、离婚协议、各类合同书等
常见文书模板的查看与下载。目前，乌
海市政务服务中心、海勃湾区政务中心
以及部分街道、社区（村）党群服务中心
均已配备了“互联网无人律所”。

乌海

互联网无人律所亮相乌海互联网无人律所亮相乌海

本报赤峰6月5日电 （记者 王
塔娜 通讯员 肖璐）“你抢到券了没
有？”几天来，消费券成为赤峰市民持续
关注的话题。进入6月以来，赤峰市开
启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市旗两级专门
拿出1亿元资金，在全市范围内陆续开
展5轮次消费券投放活动，此举彰显了
该市政企合力促消费、稳发展的决心与
信心。

而这只是赤峰市近来出台的稳住
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一个侧面。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市场主
体发展困难的形势，赤峰市在减税降
费、金融支持、社保费缓缴均予以政策
支持，对助企纾困，推动全市市场主体
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减税降费方面，赤峰市严格贯彻落
实留抵退税要求，全市新增减税降费

3.27亿元；为 2656户中小微企业办理
留抵退税 22.27 亿元。金融支持方面
印发了《赤峰市金融支持稳增长和稳
企纾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市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66.22 亿元，同比
增长 20.17%。社保费缓缴上，加大减
免对象、减免时间和减免流程的宣传
力度，确保各类企业对政策应知尽知、
应享尽享。

赤峰市全面落实减负稳岗扩就业
政策，为1826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
金 4974 万元，惠及职工 6.51 万人；为
2462人发放失业保险金1372万元；为
2279人发放失业补助金1001万元。同
时针对大学生群体就业难问题，通过扩
大编制招用规模、放宽专业限制、增加
企业人才储备数量等方式，拓宽高校毕
业生就业渠道。

为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赤峰市不断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各旗县区党政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赴浙江、江苏、天
津、广东等地开展外出招商活动65次。
同时针对浙江省出台高耗能企业提高
电价政策，市政府组织翁旗、敖汉旗、克
旗、松山区等地赴杭州市开展招商对
接，积极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对于签约
的项目，持续加大调度力度，专人专班
盯办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开
工。截至目前，全市共落地招商项目
321个，已入统项目58个，正在开展前
期项目263个。

重点项目建设是调结构、惠民生，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赤峰市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加快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市计划实施的
642 个 重 点 项 目 ，动 、开 工 率 达

91.3%。同时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力
度，目前全市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储备库项目 1555个，总投资规模 1.43
万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赤峰市通过严
格落实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181条和
赤峰市打造最优营商环境100条的具
体举措，加快推选“一网通办”“一网统
管”，积极开展“我为企业找市场”活
动。印发《政企直通通讯录》，同时建
立“帮您办”专业窗口55个，对重点企
业实施“一对一”代办帮办。为做好物
流保通保畅工作，该市着眼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全面落实客货运司机异地
核酸检测免费政策，一个多月来，累计
为货车司机免费核酸检测、抗原检测
24.2万人次。

一揽子政策托稳经济发展压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