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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

【云听】

本报乌海8月9日电 夏日清晨，走进海
南区体育公园，放眼望去满目绿色。优美舒
适的环境，完善配套的设施让这里成了附近
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谁能想到就在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环
境遭到破坏的焦化厂。经过这几年的治理，
现如今这里拥有绿化树苗35万平方米，健身
步道2428米，实现了披绿重生。接下来，海
南区将陆续完善人工湖、便民休憩区，把这里
打造成健身、休闲、文娱为一体的新型城市体
育运动公园。

海南区近年来不断完善城市公园、游园、
绿地体系，全力构建“一刻钟城市颜值圈”，让
居民可以“推窗见绿、出门见景”。今年以来，
海南区按照城市更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的要求，大力实施口袋公园提升改造工程，计
划投资655万元改造提升5个口袋公园。数
据显示，目前海南城区绿化覆盖面积350.83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49.41%，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达20.53平方米，居民乐享节节攀升的

“绿色福利”。
（融媒体记者 郝飚）

海南区 刷新城区“颜值”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本报阿拉善8月9日电 为进一步丰富
广大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基层群众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连日来，阿右旗乌兰牧骑
深入全旗7个苏木镇及厂矿企业、街道社区等
基层一线集中开展惠民演出活动，逐步实现
惠民演出全覆盖。

近日，阿拉腾敖包镇神驼乳液体验区广
场热闹非凡，阿右旗乌兰牧骑为公司员工及
农牧民群众带来了歌舞、相声、马头琴演奏等
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我们在
企业的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今天的
演出，希望通过直播让粉丝朋友、全国的客户

代理商进一步了解阿右旗、了解阿拉腾敖包、
了解驼产业和驼奶粉，提高企业知名度。”神
驼乳业副总经理王海东说。

据了解，阿右旗乌兰牧骑积极响应自治
区“草原文艺天天演——惠民演出工程”，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组织演员
深入基层演出近60场。同时，与7个苏木镇
40个嘎查开展“结对”活动，每名队员包联一
个嘎查，问其所需，帮助农牧民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演出间隙，乌兰牧骑队员还向农牧民
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民族政策。

（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文艺惠民演出在基层实现全覆盖阿右旗

【云窗】

【云观察】

固阳县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大暑时节，走进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新营
盘村，穿梭在160亩正北黄芪有机生产示范基
地，一垄垄黄芪绿意盎然，株株青苗散发着沁人
心脾的药香。

“固阳县采集野生黄芪的历史在千年以上，
种植则始于上世纪60年代。”固阳县黄芪协会
名誉会长、固阳县道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范文宏介绍，正北黄芪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药
用价值很高。据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测定，
固阳正北黄芪甲苷含量超过药典规定标准，是
我国优质的、道地的蒙古黄芪。

虽然正北黄芪产品品质好，但过去种植技
术相对落后、产量低、深加工产品少、产品附加
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当地黄芪产业发展。

这几年，固阳县高度重视黄芪产业发展，持
续加大产业链建设，打造“正北黄芪”品牌，推动
黄芪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县黄芪种植
面积6万亩，年产黄芪1.2万吨，年产值达2亿
元，黄芪变“黄金”，给曾经贫瘠的大后山带来勃

勃生机与希望。
“看，这就是黄芪！别看它长得不起眼，可它

的根茎是宝，我们的好日子全靠它。”在银号镇河
楞村的黄芪地里，村民刘瑞国随手拽起一根茎
蔓，拇指粗的黄芪便从土里探出了头。今年65岁
的刘瑞国1975年开始种植黄芪，从最初不到2亩
发展到如今的80亩。2021年，他家销售黄芪纯
收入达30多万元。

“种植黄芪是个技术活，会种的收益就高。”
刘瑞国种了几十年黄芪，一直是靠自己摸索经验
种植，直到2004年县里派来专家，他种的黄芪品
质才有了提升，出售价格也水涨船高。

范文宏是最早与种植户对接的专家之一。
2017年开始，他的合作社每年和种植户签订标准
化种植订单，提供种苗和有机肥，并按照中药材
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系列团体标准监管。符合
有机化种植标准的黄芪，按照每斤4元回收，至今
累计签订1万亩订单，收购600万公斤黄芪。

2019年，金山镇毛忽洞村的“蒙芪王”农民
专业种植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黄芪
种植，仅原材料一项年销售额就达到1500多万
元。近年来，像“蒙芪王”这样专门种植中药材

的合作社在固阳县呈“遍地开花”之势。按照正
常市场价，黄芪年平均亩效益能达到2000元左
右，高于水地马铃薯、葵花等农作物1000元左
右。看好中药材种植的高收益，越来越多像“蒙
芪王”一样的合作社和农户投入到中药材种植
的行列。

从起初的人工种植到如今机械化种植，从
最初的单打独斗到现在成立合作社，从出售原
芪到销售精选切片，从药贩子上门收购到全国
各地都有稳定客户，固阳县初步形成以种植为
基础、加工和营销为依托的黄芪产业链，成为推
动县域经济发展、农业增效、农民致富的特色优
势产业。北京同仁堂、江苏扬子江药业、吉林长
白山制药等知名药企纷纷与当地农户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

目前，全国年产干芪17万吨，其中固阳县年
产1.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固
阳县政府出台政策，免费检测，免费仓储，由此形
成集中仓储的集散效应。如今，位于固阳县农牧
业产业园区的优质黄芪仓储库客商络绎不绝。

加大力度进行品牌建设。2017 年，固阳
县被中国中药协会授予“中国固阳正北黄芪之

乡”称号，“固阳黄芪”成功注册为中国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2021 年，“41°固阳献”区域公
用品牌发布会在上海举办，固阳“正北芪”走向
全国。

2022年，固阳县作为自治区首批试点地区，
开展黄芪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管理试点工作，这标志着固阳黄芪不仅可以作为
药品和保健品原料，还可作为食品原料进入食品
生产领域，为固阳县黄芪由种植向深加工提供了
机遇。

目前，当地有11家企业获得试点管理企业
资质。其中包头龙驹农牧业有限公司已取得黄
芪试点食品生产许可证，并推出黄芪酒系列、黄
芪超细代茶粉、黄芪超浓缩粉等产品。黄芪白
酒、黄芪奶酒、黄芪葡萄酒、黄芪茶饮、黄芪美妆
产品、黄芪预制菜……随着药食同源管理试点的
开启，黄芪这一土生土长的道地药材正经历一场
华丽蝶变，为“一芪富民”的梦想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了解到，固阳县政府制定了中药材中长
期发展规划，力争到2025年，全县黄芪种植面积
达到10万亩，产量达到4万吨，黄芪产业实现销
售收入10亿元。

““正北黄芪正北黄芪””为大后山带来勃勃生机为大后山带来勃勃生机

本报锡林郭勒8月9日电 日前，在乌拉
盖管理区九曲湾景区里开庭审理了一场纠纷
案件。本案为游客在旅游期间双方因车辆剐
蹭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从立案、审理
到调解成功前后仅用2小时。这也是乌拉盖
管理区人民法院成立旅游巡回法庭后开庭审
理的第一起案件。

乌拉盖管理区地处锡林郭勒盟、兴安盟
和通辽市交界处，是世界上天然草原自然风
貌保存完好的黄金牧场之一，近年来，随着游
客逐年增多，也带来一些大小摩擦。据有关

部门统计，乌拉盖管理区近几年涉及旅游纠
纷达50多件。以往在旅游纠纷发生后，旅游
部门开展的调解多从行政服务方面入手，在
矛盾调解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纠纷不能在
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化解。为进一步推进旅游
纠纷多元化解，努力营造文明旅游、依法维权
的和谐旅游环境，7月28日，乌拉盖管理区人
民法院在乌拉盖九曲湾景区正式揭牌成立旅
游巡回法庭，于每年6月1日至8月20日的旅
游季节审理因旅游引发的纠纷及法律宣传工
作。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乌拉盖管理区 巡回法庭设到景区门口

【云采风】

突泉县

本报赤峰8月9日电 翁牛特旗红山湖
水生态旅游美食节暨赤诚峰味美食节红山湖
站日前正式启动。

据悉，翁牛特旗为重现红山湖昔日风采，
重启了红山湖旅游开发项目，并初步完成以

“塞外鱼米乡、传奇红山湖”为引领，以“轻休
闲、微度假”为核心，以“玉龙湾”“凤羽田”龙
凤景观带串联的“一龙一凤串七珠”的规划设
计方案，一期建设红山湖浴场和稻田木屋等
功能业态。

美食节期间，举行了乌兰牧骑演出、垂钓

比赛、焰火表演、环湖马拉松、美食啤酒节、拉
场戏演出、非遗及特色产品展销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

2022年龙凤之乡翁牛特旗文化旅游节系
列活动自7月7日起至10月中旬结束，持续3
个多月。接下来还将举办消夏嘉年华、龙凤
文化旅游节系列专场演出、农牧民那达慕大
会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超过
10 万人次，旅游消费收入预计将达 800 万
元。

（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翁牛特旗 赤诚峰味美食节红山湖站启动

本报兴安 8 月 9 日电 （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冯玉燕 张佳）七月的兴安盟突泉县
曙光花海繁花似锦，马鞭草、凤尾鸡冠和醉蝶花
等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沿着突泉县曙光现代
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的栈道，漫步在花海中，空气
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栈道尽头是古色古香的曙光楼。登上曙光
楼，整个园区尽收眼底，成片的养殖棚舍和果蔬
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春天赏花、夏季消暑、秋季采摘、冬嬉冰雪……
“这香瓜是真好啊！又甜又脆，大人小孩都喜
欢。”在突泉县曙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聚美恒果
四季采摘园内，带着爱人、孩子和父母采摘香瓜
的突泉县居民徐凯开心地说。

突泉县拥有赛银花现代农业生态园、曙光
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突泉镇城郊采摘园、太
平乡五星村、杜尔基镇东泉村、六户镇和胜村等

多个旅游观光采摘园，设施农业特色采摘大棚
1000 余个，年利润 3000 多万元，带动就业
1100余人。

为了丰富旅游产品，突泉县依托农业大县
的县域优势，主打“山水田园”旅游牌，充分挖
掘和利用田园风光、农耕文明、历史文化等资
源优势，突出农旅、文旅融合，让城市与乡村互
动、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融合，推动了乡村旅
游、观光采摘和设施农业快速发展。

目前，突泉县已经形成了东有设施农业可
采摘、西有地质公园可观光、南有花海瓜田可
休憩、北有自驾营地可驻足的全空间、全时间、
全服务和全景观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区。

感受田园生活，体验田园风光，欣赏田园
景观。今年，突泉县以乡村振兴为统揽，高标
准科学规划建设宝石镇双城村和杜尔基镇明

星村田园综合体项目，探索实施“旅游+休闲康
养”项目，打造休闲旅游康养体验基地。

项目建成后，突泉县又将增添两处旅游观
光“新地标”，推动旅游业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
促进乡村旅游向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随着旅游市场的火热，突泉县依托阿海满
旅游路线沿线的区位优势，重点建设了赛银花
自驾游营地，营地分为七个功能区，以满足游客
的旅游需求。突泉县还以城区、镇区、景区、乡
村为重点，持续抓好“四好农村公路”建设、农村
居民饮水工程、互联网进乡村、农村电网改造、
旅游停车场、公厕、旅游标识标牌、农家乐、宾馆
酒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抓好示范村建设，把乡村
颜值打造得更靓。

突泉县始终把“游客为本、服务至诚”的理
念落实到全域旅游创建的每一个细节，成立文

旅公司，加强旅游的服务和管理，让每一个来到
突泉旅游的游客都能体会到宾至如归的倾情服
务。

“我这大棚里的果蔬，不打农药、不打除草
剂，施的都是农家肥，前来采摘的人吃了我们的
果蔬没有说不好的，回头客可多了。”水泉镇合
发村设施农业大棚种植户侯红章说。

突泉县立足农业大县，大力推行绿色、有
机、无公害生产，加快推广节水滴灌、病虫害防
治等综合技术措施，提高设施农业大棚、果园管
理水平，果品、特色农畜产品的质量由此得到了
保证。

同时，突泉县加快推进农特产品品牌认
证，叫响了“金玉米”“雪花牛”“突泉紫皮蒜”

“突泉小米”“突泉绿豆”等多个农畜产品品牌，
广大农民也从农旅融合发展、商标品牌中得到
了实惠。

农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插上“金翅膀”

●8月1日至30日，扎鲁特旗举行为
期一个月的“爱我国防·共铸北疆”优秀军
事题材影片展映月活动。活动将深入军
营、机关、校园、企业、农村牧区以及公园、
广场、工地等地，重点展映展播反映中国
革命辉煌历史的军事题材优秀影片，通过
弘扬主旋律、提振精气神，进一步激发广
大干部群众热爱人民军队、传承红色血
脉、崇尚英雄的政治热情。 （韩飞）

●为铭记光辉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乌拉特后旗委组织干部集中观看国防教
育电影。通过观影，全体党员干部重温了
革命历史，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学习继承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发扬
红色传统，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和斗志及务
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中去。

（张旭雯 白舒云）

●乌达区举行2022年度西部计划志
愿者出征仪式，60名志愿者将奔赴各个
基层岗位开始志愿服务，他们作出了“到
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去”的郑重选择。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阿荣旗开展“青年大学习”宣讲交
流进基层活动，宣讲团老师做了题为《青
春心向党 百年再起航》的主题报告，从

“四个历史时期”等方面以详实的史料、生
动的故事、通俗的语言进行了深入讲解，
既有理论阐释、又有案例剖析，使大家有
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更为深刻的理解。、

（赵晶晶 闻明）

●近日，奈曼旗八仙筒镇组织青年大
学生“微实践”志愿者向辖区内的广大群
众开展文明宣传活动，志愿者们身着红马
甲，向行人及街头门店商户发放文明创
城、环境卫生整治倡议书、诚实守信宣传
单。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单 450余
份，进一步营造了崇尚文明、向上向善的
良好氛围。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日前，乌拉特后旗供电公司组织志
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党建网格融服
务，精准帮扶惠民生”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张贴电力服务便民签，并现场为客户答疑
解惑，以高效精准的服务，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社会责任，努力践
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华田媛栎）

●开鲁县残联开展“大爱通辽 助康
圆梦”眼病及儿童低视力免费筛查志愿服
务活动，共为全县260个嘎查村、10个社
区的眼病患者实施免费筛查，累计筛查
2359人，其中需要接受眼病手术的患者
519人，目前已实施217例免费手术。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

●日前，科尔沁区司法局开展“万名
律师进乡村”法律宣传活动，律师为村民
现场解答法律咨询问题。通过本次活动，
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
了群众的法律素质，营造了尊法学法的氛
围。 （刘颖健）

●入汛以来，为确保汛期行车安全有
序，充分提升员工防洪抗汛行车应急处理
能力，减少因汛期带来的各种行车故障，
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包神
铁路运输处多次组织开展汛期行车综合
演练，共计300余人参加了演练活动。

（项建伟）

●乌拉特中旗扎实推进户厕改建工
作，截至2021年底，累计改建农村牧区卫
生户厕 16899 户，普及率达到 85.5%。
2022年农村牧区户厕改建目标532户，
普及率争取达到90%以上，重点村组将实
现卫生户厕“全覆盖”。截至目前，旗各苏
木镇户厕改造工作均已开工，预计在8月
底全部完成。 （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

●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
富辖区儿童的暑假生活，阿尔山市林海街
道兴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弘扬
文化 纸上生花”儿童剪纸活动。通过此
次活动，小朋友们掌握了一定的剪纸知识
和技巧，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剪纸的乐
趣，进一步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阿尔山市融媒体中心）

●暑期以来，科右前旗通过发布安全
提示信息、组织老师家访、与各相关部门
联动开展安全行动等多种方式，筑牢安全
防护网，努力为孩子们打造平安、健康、快
乐的暑假生活。社区还邀请辖区民警，以
图文+实例的讲解方式，普及暑期安全知
识，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自
防、自救、自护的能力。

（科右前旗融媒体 赵永慧）

●为做好外籍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加
强与涉外企业的沟通联系，额济纳旗公安
局治安管理大队联合策克边境派出所深
入策克口岸开展涉外企业、旅店业检查走
访，进一步增强了各涉外单位对出入境管
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工作责任及
义务，拉近了警民距离。

（额济纳融媒体中心）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通讯员 何康红 摄影报道

扇子舞、曳步舞、太极剑……时下，走进内
蒙古绰尔林区，一队队的职工群众健身队伍活
跃在广场和玉溪公园。欢快的舞曲、动感十足
的鼓点敲开每一个幸福的早晨。

近年来，内蒙古绰尔林区不断加强文化建
设，建设完善惠民广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玉
溪公园等场地，为职工群众提供健身娱乐文化
活动场所，以春节联欢晚会、端午职工登山节文
艺汇演、全民健身日、夏日广场文化节等活动为
载体，发挥文艺志愿者骨干带头人作用，引导、
带动职工群众参与到文艺健身活动中来，使文
化活动成为职工日常化、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广场大屏幕、公园大屏幕及

公司网络，进行常态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持续丰富文化内容、提
升文化服务能力。职工群众在参与文体活动的
同时，愉悦了身心，强健了体魄，感受到企业发
展带来的变化，让职工群众不断收获满满的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以高质量群众文化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绰尔林区的幸福晨曲绰尔林区的幸福晨曲

绿色中的绰尔镇绿色中的绰尔镇。。

晨练太极剑晨练太极剑。。

公园里的舞蹈公园里的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