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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

【云听】

本报乌海9月22日电 破碎光秃的山
体，粉尘弥漫的天空……这是过去人们对矿
区的印象。然而如今在乌海市海南区骆驼
山矿区，一座座渣山已经告别了往日满目疮
痍、千疮百孔的乱象，披上了齐整新装。放
眼望去，巨大的渣山呈阶梯形向上延伸，每
一层都种植了绿色植被。目前，这里正在被
打造成一座矿区生态公园。

据介绍，经过近几年的整治，目前骆驼山矿
区已经形成9.45 平方公里的绿色屏障，不仅成
为首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还被列入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支持项目。为我区乃至全国绿色矿
山建设提供了先试先行的经验样板。

乌海市共有矿山90座，其中海南区53
座，占比在全市一半以上。多年来，海南区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矿区环境综

合治理作为推动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重
点，坚持以“七治”为总抓手、以矿区整治为主
战场、以矿权整合为关键点、以绿色转型为治本
之策，持续推进修复治理。该区编制了自治区
首个《矿山排土场连片治理规范》，累计建成绿
色矿山8家。针对历史遗留无主矿山治理难度
大、治理资金短缺、社会矛盾复杂的状况，海南
区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推动治理工作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形成了12座历史遗留矿山情况调查
报告，逐一编制了治理方案，并纳入内蒙古自治
区矿山治理“十四五”规划。同时，该区还成功
引入大唐集团300MW光伏项目对二贵沟矿
区进行治理。按照计划，海南区所有历史遗留
矿山治理项目到2023年底将全部治理完成，从
而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统一、
相融互促。 （融媒体记者 郝飚）

海南区 持续推进矿区生态环境修复

本报锡林郭勒 9 月 22 日电 近日，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青
少年（中学生）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乌拉盖管
理区精彩上演。来自全区5个盟市的53名运
动员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体育盛会。

伴随裁判员的一声令下，选手们头戴流
线型头盔、身着各式骑行服亮相赛道，如离
弦之箭冲过出发线。他们紧握把手、双脚发
力，爬斜坡、过弯道，铆足了劲向比赛终点冲
刺。他们在穿越草原，在逶迤蜿蜒的赛道上
挥洒着汗水，为梦想疾驰向前，选手比赛的
身影成为乌拉盖草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保障本次赛事顺利进行，参赛队员提

前到达乌拉盖管理区，并严格落实落地检、
三天两检疫情防控措施。举办方对赛道进
行“硬隔离、全封闭”模式，启动3辆120救护
车现场待命，为涉赛人员提供细致周到的全
方位服务，护航选手健康。为期3天的比赛
采用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审定的最新自行
车竞赛规则，设甲、乙两组，分为爬坡赛、个
人计时赛和团体计时赛等项目。比赛赛道
全长43公里，赛道全程为柏油路面，沿线采
用多种不同难度的拐弯路面、急坡等中高难
度技术点，部分沿途还设置了安全护栏，使
比赛更具竞技性和安全性。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举办全区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乌拉盖管理区

【云观察】

林西县

【云采风】

本报呼和浩特9月22日讯 今年以来，托
克托县以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基层矛盾大调解工
作格局为目标，重塑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新格局。

托克托县按照“1+6+N”的上下联动模
式，建设了1个县级、6个镇级、136个村（社区）
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联合服务中心。同时，在
全县120个行政村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
点，并建成人民调解委员会152个。通过完善
各环节工作流程，认真落实“五项联动”机制，
实现了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集中办公“一

体化”运作、接待群众“一条龙”服务。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48件，法律援助代书150件，为受援人挽回
经济损失近 420万元；调解矛盾纠纷 1922
件，成功调解1899件，成功率达98.8%；累计
组织各类法治宣传活动86场次，受教育人数
达28万余人次。同时，托克托县被评为自治
区民主法治示范县，新营子镇小口子村、双
河镇张四壕村被评为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
村。 （融媒体记者 刘洋）

托克托县 重塑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新格局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赵楠

“现在有往返固阳的公交车，下班后能回家
照顾妈妈，真是挺方便的！”这些天，母亲生病，对
于在城区工作的谢永真来讲，自 2020年 12月
30日起开通的包头城区往返固阳县的城乡公交
切实为她提供了交通便利。

这项惠民之举的落地，源于包头市人大代表
侯凤刚持续几年在市人代会上提出“开通市区到
固阳公交车”的建议。“在固阳县外出流动人员人
大代表之家，我们听到好多外出群众反映县城到
市区往返难的问题，作为人大代表，我有责任反
映群众呼声。”侯凤刚说。

据统计，固阳县在包头城区工作生活的有近
6万人，占县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如何破解外
出群众“娘家”和“婆家”都管不了、管不到、管不
好的难题？固阳县人大常委会先行先试，于
2015年在包头城区建成自治区唯一的“外出流
动人员人大代表之家”。

“目前，除兴顺西镇高标准农田项目受时间限
制需要 9 月下旬开始田间施工外，其余兴顺西镇
公厕建造项目、兴顺西、佘太河村村庄绿化项目、惠
民村村通大喇叭响亮工程项目均已建造完成并投
入使用……”8月25日，又到了每月开展“畅沟通、求
共识、聚民智”恳谈会的日子，在固阳县“外出流动人
员人大代表之家”，兴顺西镇人大主席潘冬就2022
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通报说明，每个

项目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大家听得聚精会神。
“我很喜欢参加每月一次的恳谈会，不搞花架

子，说的都是我们关心的事。”羊场卜村代表王永强
十分愿意和人大代表坐在一起聊聊家常，说说诉求。

运行中，“外出流动人员人大代表之家”还发
挥在市区工作生活的各级人大代表上传下联的关
键节点作用，通过进家“坐堂接诊”、平常“电话问
诊”、不定期“外出巡诊”、网上“远程会诊”等方式，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并将外出的固阳籍热心群众
纳入民情信息员队伍，延伸工作触角，构织了“外出
人口千条线、人大服务一张网”的工作格局。

“人大代表之家是一座‘连心桥’，一头连着
党和政府，一头连着万千群众。”固阳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蒙垠亮介绍，如今，“有话找代表说，有结

找代表解，有难找代表帮”的局面已经形成。
建“家”以来，通过“线下定期活动、线上随时

约见”的方式，组织各种政策宣讲活动140场次，
开展专业技能培训13场次，召开民情恳谈活动
70余次，走访慰问外出困难人员356人次；协调
解决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救助、
户籍迁移、矛盾纠纷、工作权益保障等关系外出
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287个；通过协调相关
部门、爱心企业等帮助外出群众解决就业、法律
维权、政务服务、技能培训、政策咨询、跑腿代办
等事项1300余件，使“外出流动人员人大代表之
家”真正成为收集民情、传达政策、化解矛盾的

“前哨站”，让外出人大代表和群众真切感受到来
自家乡的关怀和近距离贴心服务。

让流动人员离乡不离“家”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实习生 李晓军

9月20日傍晚时分，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
土庙子村文化广场灯火通明，欢快的广场舞表演
不时引来阵阵掌声。“咱们村现在是全乡的好村，
路通了，树栽了，广场也建了，百花争艳，老百姓别
提多开心了。”土庙子村村民马艳东激动地说。

进入土庙子村，映入眼帘的是大气美观的文
化墙、干净整洁的大小街道、四通八达的水泥路、
窗明几净的农舍房屋，路两旁栽种着各种绿化
树，树间是茁壮的芍药，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
乡村美景。

很难想象，早前的土庙子村因无序开垦，过
度放牧，乱砍滥伐，沙性地土层又浅，生态环境越
来越差。那首“平地沙吞墙，鸭子能上房；春种夏
翻地，没钱又没粮。走进金沙滩，黄沙冒了烟、地
里不打粮、人心也涣散，男人不干活、排九推得
欢，女人没事干，到处扯闲篇”的民谣就是当时土
庙子的真实写照。

40多年，土庙子村到底经历了什么？

1969年，27岁的李占山任土庙子村支部书
记。年轻气盛的小李书记为自己立下“军令状”，
一定要改变穷山窝的面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他的带领下，土庙子人吹响了致富的号角：先
治川、后治山、锁沙龙、造良田，奋斗20年，旧貌
换新颜。

40年转眼间过去，班子的凝聚力增强了，干
群关系理顺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带领群众谋发
展，增加收入、脱贫致富。2009年，现任村党总
支书记张显发接了老书记的接力棒，分组开大
会、逐户做工作、因户定策略，仅仅一个月，土庙
子村的面貌就在学习、讨论、参与和实干中发生
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越来越多年轻有为、敢想愿
干的年轻人看到了党支部竖起的旗帜，也在这面
旗帜的感召下开始主动参与村组的工作，思想统
一了，合力形成了，土庙子村再次踏上全面小康
建设的新征程。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科普
示范村、内蒙古自治区十星级文明村、赤峰市小
康示范村，一张张奖状、一块块奖牌、一个个奖杯
见证着土庙子村的美丽嬗变。

如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如何有效衔接又

摆在了全村人的眼前。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要想富口袋，必先

富脑袋，自己家房前屋后都不打理，再致富也看
不出咱们富，只有村子里的环境好了，思想上富
了，咱们才能算真正的富。”张显发在村民代表大
会上发言时掷地有声。

2021年，为了让村里尽快驶上乡村振兴的
快车道，土庙子村确定了业兴、村美、民富、人和
的发展思路，创新打造“百花村”，调动群众积极
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鼓励农户在自家院内外
栽植树苗和景观花卉，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张显
发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走街串巷，利用微信群、
村村通大喇叭等方式让每一位村民了解建设“百
花村”的重要意义。

“村里鼓励在自家门前院内种花，大家积极
性很高，我们自筹花籽，种植了粉豆花、大熟季、
百日菊、翠菊等十几种适宜北方天气的花卉，通
过栽植鲜花，村里的卫生干净了，生态环境也好
了，看到这样的变化，老百姓别提多开心了”。大
营子乡土庙子村四组村民王秀芝说。

经过一年的探索，2022年，土庙子村根据大

营子乡党委制定的“积分制+N”群众自治模式整
乡推进计划，从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上下功夫、
见真章，根据前期征求的村民意见制定实施方
案，将积分制管理与“百花村”建设相结合，探索

“积分制+花村美巷”的治理模式，建立长效管护
机制，调动农户参与村庄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的积
极性，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2022年，为了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土庙子村委会利用集体经济出资5000余元，在
去年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为全村农户补植鸡冠子
花、叭花、万寿菊等花卉，实现房前屋后种花全覆
盖，同时，村里成立了积分制考评小组，根据考评
细则，定期对每家每户的‘花草微景观’与‘院内
微菜园’建设情况进行考核，以奖惩结合的方式，
增加或者扣除村民的积分，获得积分的村民可以
在本村超市、药店、商店、诊所进行消费，一积分
等于一元钱。”张显发介绍说。8月24日，土庙
子村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文明村镇。

如今的土庙子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零散土
地，打造“花街美巷”“微菜园”，以边角之景带动村容
村貌全面提升，用“绣花功夫”点缀美丽乡村新画卷。

土庙子村要变土庙子村要变““百花村百花村””

固阳县

【云窗】

●乌海市海勃湾区直机关《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学习培训会日前召
开，海勃湾区直机关各党组织书记参加
此次培训。乌海市委讲师团团长宋越
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出版
意义、逻辑结构、主要内容、思想特色4
个方面，就如何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与学习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讲解，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受益匪
浅。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自7月 30日珠恩嘎达布其口岸
恢复通关以来，东乌海关切实加强进口
煤炭质量、环保项目检验监管，对高风
险企业、高风险煤炭种类实施分类监
管，严防环保项目不合格的煤炭流入国
内市场，依法退运硫、砷、磷、氟等环保
项目不合格煤炭7556.9吨。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乌海市海南区委网信办日前联
合海南区委宣传部、区委保密机要局、
区文明办和区教育、工信、财政、司法、
医保、团委、妇联、工会、公安、拉僧仲街
道及各电信公司、各金融机构等20余家
部门单位，在海南公园举办了2022年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展览展示活动。各
单位工作人员与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
流，并向群众现场讲解了防范网络养老
诈骗、金融诈骗等网络安全知识。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镶黄旗举行国家级电子商
务进农村（牧区）综合示范项目上行邮
件补贴方案签约仪式，该旗奶食店协会
和邮政分公司就《国内快递包裹、国内
特快专递寄递服务合同》进行了签约。
据了解，双方合作内容主要是邮政公司
为奶食品产业链提供包裹寄递业务，包
括统一收寄、标快寄递及生鲜食品寄
递；函件业务包括统一包装需求、统一
CI策划及品牌宣传设计、制作区广告制
作；渠道业务主要是依据电商运营平
台，对外进行线上营销；同时结合当地
电商运营平台，探索“直播营销”模式，
将百姓所需物品投送至百姓家门口，实
现寄递服务“最后一公里”。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 都日娜）

●为深入开展道路交通专项整治
“百日行动”，杭锦旗交管大队开展2022
“平安5号”专项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异地用警统一行动。据悉，行动期间，
交管大队围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工作考核事项，紧盯重点区域，聚
焦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酒驾醉
驾、超员超载、涉牌涉证等交通违法行
为，最大限度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李兴欣）

●连日来，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
通运营公司新朔铁路运输处积极践行

“12345”行动，响应机务分公司“无差
别、一体化”管理，以防洪度汛、能源保
供为己任，通过强化组织领导，超前谋
划，强化重点把关，严格防洪等关键环
节，加强防洪风险过程管控，确保汛期
行车安全和运输畅通。 （仝鑫磊）

●以“走进绿色，相约西乌”为主题
的锡盟人游锡盟系列活动千人徒步比
赛近日在西乌珠穆沁举行。本次活动
特别邀请了奥运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

“东方神鹿”王军霞，与来自各地的徒步
爱好者们齐聚西乌旗，远离城市的烦
躁，用脚步丈量草原，尽享健身快乐。
健身+草原的新鲜组合让大家在享受徒
步健身快乐的同时，也亲身体验了“多
彩草原、乐在西乌”的无穷魅力。

（西乌珠穆沁旗融媒体中心 李璐）

●为全力维护涉外秩序稳定，切实
做好护航二十大胜利召开，乌审旗公安
局出入境大队立足本职业务，紧紧围绕

“底数清、情况明”的工作目标，在实践
中创新管理方法、强化工作措施，努力
提升境外人员管理工作新局面。

（娜庆）

●乌拉特后旗供电分公司近日召
开“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迎盛会”
民族团结知识竞赛活动。组织各族青
年对民族团结知识进行快问快答，通过
以赛促学引领职工深入学习和掌握新
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当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推动者、实践者和传
播者。 （巴根那 华田媛栎）

●近期，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周边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对进货台账票据、产品
包装无中文标识、食品外包装储存条
件是否破损等方面进行详细检查；严
厉打击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
品、“三无”食品、过期食品等违法行
为；严禁经营者采购、贮存和销售包
装或标签标识具有不良诱导形式或
内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
品。同时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
传，强化商户的食品安全责任。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通讯员 陈晓娟 摄影报道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
特泥河农牧场公司39.46万亩耕地上，80台套割
晒机、联合收割机和整地机在田间地头忙收获，
千余名干部职工全力以赴奋战秋收。

在第六连队的人工草地上，水平动力搂草机
将割晒过的饲草搂成趟，青贮机和运输车同步向
前平移，新鲜的饲草从滚筒滑到车厢里。

在第十一连队的晒场，刚刚裹包的高效复合
青贮菌剂人工饲草犹如一个个圆圆的“大面包”，
白白胖胖，排列整齐，等待收仓。

在第六连队36号地274亩油菜高产攻关田
里，油菜植株粗壮，籽粒饱满，仿佛因丰收的喜悦
笑弯了腰。

今年，农垦特泥河农牧场不仅严把种子质量
关，扩繁龙麦系列的多个新品种，不断提升农产
品的产量和质量，让良种良法收获生态好粮，同
时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告别传统种植小
麦、大麦、油菜和水飞蓟的“粮经”二元种植模式，

演变为“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农作物每亩产量
预计增加10%以上，实现了耕地亩产值和亩效益
双增加。

据介绍，2022年特泥河农牧场公司种植小麦
11.32万亩、大麦1.61万亩、油菜15.02万亩、水飞
蓟 2.52 万亩，马铃薯、甜菜和饲草等其他作物
8.13万亩。截至8月30日，已完成割晒19.29万
亩，收获9.79万亩，预计秋收工作将于9月下旬全
面完成。

本报呼和浩特9月22日讯 走进土默
特左旗察素齐镇朱尔沟村，红顶白墙的民居错
落有致地掩映在青山绿树中，干净整洁的道路
两侧，随处可见一幅幅以中国传统节日、二十四
节气等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墙。

村民们常常在文化墙下驻足停留、拍照
打卡，这些有着浓厚文化气息和鲜艳色彩的
文化墙，成为了这个全国文明村的“代言人”
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别具特色的文化墙还成为民族团结进
步的“户外课堂”，让村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
到教育和熏陶。

土左旗始终把文化墙作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阵地，用图文并茂、内

容鲜活、通俗易懂的图画和文字生动诠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在文化墙的创作过程中，土左旗力求做到
一墙一主题，一步一换景，把有效提升乡村文化
内涵和村民精神风貌作为文化工作的落脚点，
把文化墙建设与农村的人居环境提升综合治理
有机结合，推动文化创建和乡村治理相辅相成。

今年以来，土默特左旗坚持“看得见摸得着”
和“润物细无声”相结合，因地制宜、精心策划，以
农村社区文化墙建设、文化惠民演出、展览展厅
开设、赛事活动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广播站、嵌
入式宣传制作6个方面为载体，不断夯实民族团
结的思想文化基础，全方位推动“两个打造”工作
向纵深发展。 （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土默特左旗 特色文化墙打造文明宣传新阵地
瞰丰收香飘四野瞰丰收香飘四野 赏美景金黄满地赏美景金黄满地

割晒机在田间作业割晒机在田间作业。。

收割大麦收割大麦。。

麦粒装车麦粒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