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玉泉区“2021 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大召广场举
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
了防诈骗等网络安全宣传手册和资
料，并通过图文展板向市民普及日常
防骗手段和应对方法等。同时，还为
市民讲解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使
用方法。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新城区野马图村

瓜果飘香采摘忙农户增收日子甜

回民区抓住优势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

珍）近日，回民区结合本区实际，制定
出台了《回民区加快推进优势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聚焦

“四大板块”优势产业，深入实施产业
强区战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着力构建具有回民区特色
的产业集群。

打造以“专精特新”为特色的商贸
业集群。在新华西街区块和成吉思汗
西街建设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打造精
品化商圈。升级中山西路核心商圈，推
进中山西路商业街内现有商业设施主
题化、特色化升级；依托什拉门更改造
及沿线两侧新规划商业街区，发展新兴
服务业，打造“巴彦路商圈”新的十字发
展轴，培育发展巴彦淖尔路生活商圈。
打造新型业态。推进金海园区转型升
级，积极对接华能集团，对电厂区块进
行改造，打造国际能源先行区（北方中
心）项目。依托万达广场及成吉思汗西
街周边住宅区，在现有和拟建 20多万
平方米商业的基础上，打造新的城市商
贸业集聚区和高端社区；打造特色街
区。以西万达商业步行街、通道街、牛
街、宽巷子等具有民族特色和商业人气

的街区为基础，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管
理规范的夜间和户外消费街区，打响特
色街区知名度，激发消费新动力。发展
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两店经济”，实现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化交易中
心。升级海西路汽车综合贸易中心。
升级彩虹桥二手车交易中心。升级西
二环五金机电交易中心。升级光明路
建材交易中心。通过打造国际精品商
业集群，推动传统商贸业转型升级，力
争到 2023年，全区社会消费品总额达
到400亿元，打造自治区社销零第一大
区和“首府最优商贸圈”。

打造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总部经
济产业集群。以新华广场商务办公集
聚区、金海中央商务区、华能国际能源
先行区、成吉思汗西街、区政府以西地
块商务区为着力点，合理利用地铁1号
线出站口区位优势，规范建设发展楼宇
经济，吸引金融机构、保险机构、贸易

商、代理商、企业地区总部、企业区域营
销中心、研发中心入驻。构建高效灵活
的服务总部企业工作机制，支持和鼓励
现有总部企业发展，从现有优势企业中
培育总部企业，通过筑巢引凤，搭建企
业总部集聚平台。到 2023年，全区总
部企业达到 200家左右，实现税收 5亿
元左右。

打造以文体旅游健康养老为核心
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围绕祥生·水乐
园项目区块，引进温泉酒店、海洋馆等
项目，打造全区文旅产业新亮点；围绕
乌素图“杏花村”、蒙亮研发中心和演艺
广场、莫尼山非遗小镇的文旅资源，引
进一批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集农业观
光、农产品研发、民宿、采摘、林下娱乐
等为一体的林下经济产业项目；引进文
旅企业开办研发基地、销售中心、创意
办公、宣传服务中心；引进体育健身中
心、赛事中心、体育场馆以及从事体育

运动服务的企业。通过“三河一山”、国
家A级旅游景区和文旅系列品牌活动，
打造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培育一批文旅
特色企业。到 2023年，全区累计接待
游客达到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
现2亿元。

打造以区域集散分拨中心为目标
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推进城市共同
配送工程建设，构建以重点物流园区、
公共配送中心和末端共同配送点等物
流节点为支撑的城市物流配送网络系
统。整合物流企业资源，重点推进城
市快消品、电子商务、农产品及冷链、
医药等专业物流的共同配送。加快区
域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整合中全、中泰
物流集散地，规划建设大型城市快消
品物流园和区域物流分拨中心项目，
提升区域快件集散能力和快递服务能
力。加快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
划建设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初步建成
立足首府、辐射周边、面向西北的综合
性冷链物流中心。将回民区打造成为
中国北方区域性分拨中心、北亚国际
仓储物流中心、城市快消品配送基
地。力争到 2023 年，形成 3 个大型物
流集散中心。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开展移风易俗 破除陈规陋习

55阅览旗县区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编委编委：：黄涵琦黄涵琦 编辑编辑：：李霞李霞 田园田园
美编美编：：张藜张藜 校对校对：：化芙蓉 一读一读：：李慧峰李慧峰

和林县盛乐镇台基营村

持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军 通讯员 祁雯）
近年来，赛罕区着眼服务中心工作，
以增强党员党性、提高党员素质为重
点，运用“234”模式进一步推动党员
教育工作。

用好两支队伍，实现党员教育全
覆盖。赛罕区不断优化党员教育师
资队伍，有效整合党员教育资源，组
建2支党员教育队伍。在全区范围内
吸纳 568名政治素质过硬、实践经验
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组
建党员干部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常
态化开展“送学到基层”理论宣讲，累
计开展主题宣讲 2500场次。吸收社
会各行业各领域优秀人才组建人才
讲师团，以“千名专家人才服务基层”
行动为载体，面向基层党员开展航天
精神、“大棚课堂”、道德讲堂等主题
宣讲，多角度全方位讲述各领域取得
的突出成就，实现全区各领域党员教
育全覆盖。

建好三个阵地，盘活党员教育资
源。赛罕区着力打造区委党校、区党
群服务中心和“赛罕先锋”微信公众
平台3个主阵地，建成学习氛围浓厚、
设施设备齐全、富有教育意义的党课
讲堂。在区委党校举办各类集中培
训，开展区级示范培训 66期，参训人
数累计 10710人次；依托周边苏木沁
烈士陵园、名言革命史馆等现场教学
点，增加了现场教学、案例研讨、拓展
训练等内容，有效提升了党员教育的
针对性、实效性和互动性。在区党群
服务中心组织全区493个基层党组织
全体党员全覆盖开展党日活动。在
区委组织部“赛罕先锋”微信公众平
台常态化发布最新政策解读、党史知

识、组工讲堂等内容，创新开辟线上
学习阵地，将党员教育内容与图文、
音视频有效结合起来，灵活开展党员
教育。

做好“四个坚持”，激发党员教育
内生动力。坚持在“严”字上做文章，
助推党员教育规范化。把各级党组
织开展党员教育的情况作为党建督
导、日常考核的重要内容，把党员干
部参加教育培训情况作为个人评优、
日常考核的重要参考，定期开展检查
督查，今年以来，区委组织部联合党
史学习教育督导组开展督导 120 余
次，提出指导意见 220余条。坚持在

“实”字上下功夫，助推党员教育实践
化。结合在职党员进社区、党员履职
践诺、党员设岗定责等工作，围绕疫
苗接种、创建文明城市、助力乡村振
兴等重点工作设立实践课堂，全区
22000余名党员分批次、分时段进村
入户开展工作，区委组织部会同相关
部门对党员实践课堂表现进行了考
核评价，确保实践教学成果转化为实
干动力。坚持在“精”字上花力气，助
推党员教育精准化。针对农村、社
区、机关、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学校
等不同领域党员，以及基层党务干
部、乡村振兴一线党员、新党员等不
同群体党员特点，分层分类设计培训
内容，开展“点单式”培训，因需施
教。坚持在“活”字上出实招，助推党
员教育创新化。结合党建引领机制
创建工作，注重在党建联合体联学活
动中提升组织生活新活力，统筹共建
单位资源，建立“红色清单”，开展互
动体验，打造各具特色的党员教育体
验课程。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近年来，和
林县盛乐镇台基营村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大力发展村集体
经济，加强本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
村民道德素质，并以法治为基础，推
动本村和谐发展。

为创建市级文明村，台基营村制
定了符合村情、民情的《村规民约》和

《评选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标
准》，发放到了全村各家各户，不断规
范村民的言行举止。积极探索文明

村建设的有效载体，精心举办开展了
“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村民
喜闻乐见、各具特色的活动，使村民
在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中享受到精神
文明建设的成果。此外，组织开展各
类法治培训 24次，安装LED宣传屏 5
块、法治宣传栏、宣传墙等公益广告
132条。去年，建立健全本村的“一约
四会制度”，出台相关规定，村“两委”
班子成员带头遵守有关规定，争做移
风易俗的带头人，良好农村风貌正在
逐步形成。

赛罕区

运用“234”模式推动党员教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武川县耗赖
山乡位于武川县东北部，属于全县规划
打造的现代生态农牧业发展区。立足
冷凉气候特点和中东部地区人均土地
较多的实际，耗赖山乡率先以产业扶贫
的模式建起了食用菌种植基地，依托食
用菌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充分利用了
武川县出菇旺季正好是全国其他区域
出菇淡季的错峰优势，实现了武川菌业
的跨越式发展，带动贫困群众“挪穷窝、
摘穷帽”。在实现精准脱贫后，耗赖山
乡着力加强后续的巩固提升，确保村民
走稳致富路。

稳传统产业，促新型产业。耗赖山
乡牢牢把握农业大乡现实情况，结合全

县推进“四条产业链”发展的有关要求，
继续宣传推广马铃薯、葵花等传统经济
作物的新型高产优质品种，努力提高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以燕谷坊为龙头，着
力引导农民以订单模式发展莜麦种植，
实现与经济作物的轮作倒茬。以党员
带头、典型示范等模式，探索种植南瓜、
药材等，稳步推进村集体主导下的肉羊
养殖、生猪养殖、畜禽养殖等集约高端
低风险的养殖业，示范带动养殖户发展
高端养殖产业。通过小规模的典型引
路、示范带动，不断总结经验扩大规模，
促进新型种养业发展的同时，努力壮大
村集体经济。

夯基层组织，带集体经济。耗赖山

乡继续强化乡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
提升各级干部谋事、干事能力。发挥驻
村工作队信息来源多、联系广的优势，创
新“党建+”发展模式，结合各地实际打
造各具特色的党建载体，带动村“两委”
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
致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做大做强集
体经济，筑牢基层基础，发挥更大作用。

引龙头企业，增就业岗位。耗赖山
乡积极与有意愿致力农业产业发展和
脱贫攻坚出力的企业多方协商，现已取
得实质性进展。村集体有项目支持的
重点以村为主体、企业负责订单销售；
村集体无项目支持的以企业为主体、辐
射带动农民参与等多种灵活方式，着力

吸引企业入驻当地，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的同时，更多地提供就业岗位，使在村
农民能够实现“打工不离家、增收有保
障”目标。

强保障措施，达兜底目标。耗赖山
乡充分运用好国家各项惠农利民和促
进脱贫巩固的政策措施，着力组织实施
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业保险、低保
政策等现有政策，为广大农民构筑起无
死角、无盲区立体化的保障网络。同时
针对目前留村农民的现实情况，正在探
索完善“政府防贫救助险”，通过大病治
疗费用补助和收入兜底保障等措施，切
实防止在村农民因大病或特殊原因返
贫、致贫。

武川县耗赖山乡

四项举措确保村民走稳致富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
多措并举贡献金融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邮储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坚守
服务“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
的定位，围绕集团公司、总行及监管
部门的相关要求，制定多项服务乡
村振兴政策举措，加大对涉农产业
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乡村振兴战
略。

持续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中央
部署和监管要求。一是做好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总行
推出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产品为
抓手，着力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在脱贫摘帽地区接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乡村
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
返贫。二是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
度。继续加强与政府部门、农牧业
龙头企业的对接，围绕呼和浩特市
地区乳制品和肉食品企业重点开
发，着力打造土左旗支行“奶牛”特
色支行，加快农贷业务发展，实现涉
农贷款持续增长。

以信用村建设为抓手，逐步打
造三农“邮储号”品牌。一是以“产
业村”为主，优先将乡镇所在地特色

优势产业集中、信用环境良好、资金
需求旺盛的行政村创建为我行信用
村，批量发展小额信用贷款。二是
深入县域，搭建合作平台。自三季
度起，邮储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联
合市农牧局、县农牧局、乡村振兴统
筹发展中心、乡党委等行政单位。

不断深化政银平台合作，提升
服务能力。一是同各级农牧局、乡
村振兴局沟通合作，做好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做好存量
扶贫小额贷款平稳过度的基础上积
极推进我行“脱贫人口”小额贷款，
助力脱贫人口发家致富不返贫。二
是对于担保类平台，与自治区主要
担保公司合作开展“邮农贷”业务，
继续加强为全市范围内的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等涉农小微
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近日，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了托县秋冬季传染病疫情防控应急演
练。图为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乌力更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深秋，新城
区野马图村一座座葡萄大棚迎来了收
获的日子。

走进野马图村赵向梅家的葡萄大
棚，绿油油的藤叶下挂满了一串串晶莹
剔透的葡萄。赵向梅正拿着剪刀、提着
竹篮，穿梭在葡萄地里，小心翼翼地采
收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快来尝尝这串葡萄，很甜的！”在
赵向梅的热情招待下，游客采下一颗颗

葡萄。
“我家的葡萄又丰收了，今年葡萄

颗粒大，口感好。”赵向梅边修剪着葡
萄边说，“咱们用的都是有机肥料，来
采摘的人很多，这一个棚就够我的生
活啦！”比起村里其他村民，只有一个
大棚的赵向梅更有心思将自家的棚照
顾细致，每到葡萄成熟季，就会吸引不
少市民前来体验“农夫”的闲趣。以葡
萄采摘为主的乡村休闲游让当地农民

尝到了农业产业升级发展带来的“甜”
日子。

“野马图村距离市区很近，路也好
走。这里的葡萄光照充足，味道不错。
我和朋友几乎每季都会带着孩子来几
次，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正在采摘的
市民唐婷说。

野马图村先后建成 401座温室大
棚，3座智能温室大棚，设施农业采摘园
区占地 837.71亩，农作物涵盖水果、蔬
菜等产业，是本村村民的生计来源之地。

近年来，野马图村根据本村特点，
以发展特色采摘园为目标，吸引了全村
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共同创业，有计
划地引导农民分别种植不同种类的果
蔬产品，确保全年都有应季果蔬上市供
游客采摘。

如今，野马图农业采摘园不仅有樱
桃、桃、草莓、葡萄等水果类，还种植了
甜玉米、毛豆、生菜等品种多样的蔬
菜。已初具规模的采摘农业，每年都会

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采摘，农民的收入
也逐年增加。

和赵向梅一样，看着村里的大棚经
济发展得越来越好，苏改珍和老伴也种
起了蟠桃。如今，靠着采摘就将自己的
钱包越赚越鼓的她，将大棚扩展到了 4
个。

“我这一个大棚是苹果，一个是李
子，两个是桃子，就说这两个桃子大棚
一年就能收入 3万多元。”看着挂满枝
头的果实，苏改珍脸上尽是幸福的笑
容。

“我们村的区位优势很明显，紧邻
着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根据具
体情况，为村民打造了一条‘四季’采摘
的观光农业发展的路子。如今我们村
的樱桃、草莓、葡萄都在全市做出了好
口碑，其他农产品也在不断地更新中。
未来咱们农民的日子肯定是越过越甜、
越过越好。”野马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周海峰说。

走进乡村走进乡村 看看小康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