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用户您好，为保证供电设备的安全可靠
运行，满足广大电力客户用电需要，呼和浩特供电局
按计划于 2021年 12月 4日至 12月 25日对部分地区
所辖电力线路分时段停电，进行设备检修、处理缺陷
等工作，届时请您提前做好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安排，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停电时间：12月4日9:00—17:00 发展变电站
951大西营线主线27#杆95103断路器、隔离刀闸

停电范围：大西营村、天时小区、景盛嘉华小区、
福园小区、仁和小区、李冬秀、铁塔、管委会垃圾场、
李俊峰、聚合水泥、云峰胶粉、李铁旦、锦达房地产、
刘宝钢、有信建安、郭智福、赵伊林、金荣驾校、永磊
建材、坤乾建材、科林热电、任永祥砖厂、董俊彪、宇
通商品、孔令祥、启辰商贸、正阳热力、管委会路灯、
鹏博商砼、梁广、朱云龙、坤乾建材、硕丰商贸、尚海
林、五鑫建筑、张小九、大东营村南、中国电信、诚实
家政、张果玲、路通路面、小东营电灌、大西营电灌、
众力盛水泥

●停电时间：12 月 4 日 8：30—17：30 四铺变
914园区线全线

停电范围：宇翔物业、荣盛轩羊绒、力源食品包
装、艺虹印刷、盛都包装、联友包装、师大、通用航空、
凯蒙药业、晒能生物、九强机械、华农机械、腾驰物
流、富力源房地产、丰华自来水、中燃、蒙羊食品 、天
顺驾校、学府幼儿园、学府小区、岭南小区、和林消防

大队、纪委检查委员会、蒙牛洗车厂、规划土地建设
环保局、管委会、内蒙古银行、工商银行、信用合作联
社、大正金融工地、丰华换热站、口岸房产、供电分局
办公楼、宏舒胶带、国税局、铁塔、移动、联通

●停电时间：12月 5日 9:00—15：00 东胜变电
站966民中线火葬厂支线1#杆96602火葬场开关

停电范围:托县双河镇前壕村台区、林管站台区、
三团台区、丽水怡园台区、火葬场台区、马二宝台区
等用户

●停电时间：12月 7日 8:30—18:00 赛马变 964
哈拉沁线2#环网柜955间隔后段

停电范围：毫沁营村、金谷农合行青山支行、毫
沁营政府

●停电时间：12月 7日 8:30—18:00 赛马变 965
青山线5#环网柜952间隔后段

停电范围：北环盛世、成吉思汗大街凌峰石油
●停电时间：12月 9日 8：00—16：00 大红城变

915韩沟门线干线22号杆断路器
停电范围：西夭子村
●停电时间：12月 9日 8：00—16：00 大红城变

914新红线红三队支线1号杆断路器（配合停电）
停电范围：大红城村
●停电时间：12月 9日 7:30—18:00 赛马变 958

七0六线2#环网柜953间隔后段
停电范围：格林豪泰、华能时代、兴安北路康迪

4S店、金杯海狮专营店、思必达二手车市场、抽水蓄
能公司、成吉思汗兴安路段大街路灯、天建房地产、
元泰汗府

●停电时间：12月 9日 7:30—18:00 赛马变 968
阿尔泰线70#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圣廷小区、自治区民主党派大楼、天
建城、元泰汉府、集通家园

●停电时间：12 月 13 日 7:30—18:00 赛马变
969富康线6#环网柜952间隔后段

停电范围：阳光诺卡、中国石油公司、新城区工
商局、青橙部落、兴泰国航、草原城、龙兴小区、邮苑
小区、呼哈小学、三和宾馆、兴隆小区

●停电时间：12月14日8:00—18：00 双河变电
站963托华线、蒲滩拐支线29#杆96314郝家夭开关

停电范围：托县湿地管委会郝家夭村、蒲滩拐
村、海生不拉村等用户

●停电时间：12月15日8:00—17：00 南坪变电
站923农研所线

停电范围：托县双河镇菜地台区、供电家属楼台
区、吕文善台区、添加剂旧家属楼台区、农研所台区
等用户

●停电时间：12 月 15 日 9:30—16:30 白塔变
921大学城Ⅱ回线

停电范围：罗家营
●停电时间：12 月 15 日 8:30—18:00 海东变

969构件街线25#北支7#杆后段
停电范围：成吉思汗大街展东路至丁香路路灯、

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元泰汉府东侧公
园照明

●停电时间：12月16日8：30—17：30 公喇嘛变
953七杆旗线全线

停电范围：奥威马场、七杆旗、郭家营、色肯板
●停电时间：12月17日8：30—17：30 新营子变

911公喇嘛线全线
停电范围：古力板忽洞、小林坝、新营子、箱式

变、苏东良、祥如农牧、古力半忽洞、万亩滩、乡政府
(酒厂)、蒙星现代农业、572＃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卫生中心（高压氧舱）、屹通旅游

●停电时间：12 月 23 日 8:30—18:00 中心变
953红波线21#北支5#杆后段

停电范围：呼市宾馆住宅小区、迎宾北路局后院
小区、民族时代广场施工电源

●停电时间：12月24日9：00—12：00 哈拉合少
变电站911庙渠线

停电范围：边墙自来水、三合义台、梁全坝移动、
边墙台、山汗窑新村、庙底台、边墙底新村、庙渠子移
动、土堆新村、土堆、庙渠子 50、前哈拉占沟 30、边墙
底20、联通、边墙新村、保什太台、格尔玛照明

●停电时间：12月 24日 12：00—17：00 哈拉合
少变电站912铁矿线

停电范围：脑包2#、脑包移动、小耗赖联通、前石
花、小耗赖、彤力矿业公司、联通、各此老台、昱建照
明、阳忽晒台、脑包村台、打不亥台

●停电时间：12月25日9：00—12：00 哈拉合少
变电站913后石花

停电范围：半沟台、半沟变、后石花、地字号、哈
少北、前烧林、黄一台、黄二台、哈少乡政府、哈少南、
半沟移动变、移动

●停电时间：12月 25日 12：00—17：00 哈拉合
少变电站914公忽洞线

停电范围：大东沟变、五号变、以克沟变、后烧林
变、上三号公、水泉新增、水泉公、下三号电信、移动
机站、乔家营变、小二号、皮匠沟、下三号联通、乔家
营基站变、大二号变、公忽洞变、磁窑变、下三号变、
六号变、四号变、耗赖山变

温馨提示：
1、如遇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及不可抗力等原

因，计划停电时间可能变更，敬请谅解。
2、凡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请做好防反送电措

施，严禁向停电的检修线路倒送电。
3、停电期间，线路可能随时送电，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靠近、攀登和破坏电力设施，请大家远离电力
变压器及杆塔线路，安全用电。

近日，玉泉区小黑河镇东甲兰营村
现代农业示范园温室大棚内的西红柿
喜获大丰收，工作人员正忙碌地采摘新
鲜飘香的成熟果实。

据示范园负责方呼和浩特市禾裕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介绍，棚
内西红柿引进了普罗旺斯、安特莱斯、吉
诺比利等市场上较少见的品种进行栽
培，采用以椰糠、草炭、羊粪、沙子等为养
料的基质无土栽培技术，使作物隔离土
壤，因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成熟的西红柿
口感特别好，营养价值高。

“今年 6 月份开始，西红柿已出一
季，效益很好，回头客很多。目前19个
大棚共种植50多亩西红柿，每亩产量可
达2万斤。销售主要以社区团购、单位
团购、小区门店方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配送。下一步，公司将致力于把示范园
打造成全市最大的西红柿基地。”工作
人员说。

据了解，为保证成熟的西红柿按时
出货供应，示范园适当提高了雇佣价
格，在周边各村雇佣采摘人员，在满足
村民冬日里不用外出务工、实现就近就
业需求的同时，也保障了西红柿供应不
断档。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西红柿熟了

旗县区旗县区 亮点亮点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
珍）近年来，回民区坚持基层治理有
温度、有力度，围绕破解“资源单一、
渠道封闭”，推进服务联办，积极探索

“上下联动、权责共担，组织联建、工
作共促，阵地联合、资源共享，服务联
心、难题共解，品牌联创、效益共赢”
的“五联五共”工作机制，形成齐心合
力的红色力量助推“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格局，不断完善城乡基层
治理体系。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回民区立足区情实际，着力打
造党建领航基层治理——“一核引

领、一体响应、一网覆盖”新格局，即，
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启动“红色领航”
基层治理工程，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全方位
构建符合老城区特点的治理新格局；
大力推行“支部建到小区里、党小组
设在楼栋里、党员编在网格里”的模
式；在全区 513 个小区、537 个综治网
格中，打造各级各类党群服务中心 93
个，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党组织—小区
（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
织架构，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进楼入户”，实现了网格党组织全覆
盖。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
党建“共同体”。回民区围绕“党建同
推进、自治同加强、服务同开展、基础
同夯实”工作理念，聚焦组织力、融合
力、保障力三个维度，推动组织体系
与治理体系同步建强、服务成效与治
理成效同步提升。以社区为中心，辐
射带动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企
业、社会组织等各类党组织，在原有

“党建联合体”基础上，打造 37 个“党
建+共同体”、“党建+联合体”，以点带
面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强化党对一切
工作的领导。

“红色链条”激发基层治理新效

能。在城市基层党建探索的经验之
上，回民区还将红色治理链条向乡村
延伸，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引导多元
主体参与，打通乡村基层治理“最后
一公里”，充分激发乡村基层治理效
能。同时，回民区“红色链条”还立足
于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提质增
效、营商环境优化、重大项目工程实
施。红色链条的磁吸作用突显，越来
越多社会力量以“菜单式”“组团式”

“项目式”等形式助力社区治理，为居
民提供便捷服务，社区治理从党组织
的“独角戏”变为各种力量聚合的“大
合唱”。

回民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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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通通道道清水河县：“党建红”“生态绿”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苗青 通讯员 李朴）
近年来，托县纪委监委采取多项举
措，努力建设了一支规范化、法治化、
正规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聚焦“理论+业务”双轮驱动，不
断提升政治能力素质。托县纪委监
委扎实推进“苦练内功百日攻坚行
动”，坚持班子成员领学、围绕短板差
距深学、通过考测评比促学等方式，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以组织开展开案培训、
短期培训等形式，常态化开展业务培
训，县纪委监委围绕党纪党规、法律
法规、审查调查业务等内容，定期举
办研讨会、学习会，深化补短板、强弱
项。

聚焦“机制+实战”互融互促，不
断提升审查调查能力。托县纪委监
委建立完善问题线索分办研判、“室
组地”联合办案、常委会研究立案审
查调查案件、问题线索督办推进等七
项工作机制，推动审查调查规范化、
程序化、精准化，不断提升监督执纪
执法工作质量和效率。整合县镇两
级办案力量，深化运用“室组地”联合
办案，建成监督执纪、审查调查“双三
支”精兵队伍，采取一对多、传帮带、
压担子等方式，实现“组团办案”提效
率、“以案代训”提素质的“双提升”。

聚焦“硬件+制度”同步推进，不
断提升规范化建设水平。坚持人财
物向办案倾斜，全力保障办案经费、

设备、车辆。第一时间部署应用“智
审通”系统，集中培训、点对点、一对
一培训同步推进，边录入、边思考、边
总结，做到全员参与、应录尽录，已录
入案件257件，形成以点带面、互助共
学的工作格局。建立通报制度，案件
监督管理室、审理室分别就问题线索
办理进度和案件质量问题进行定期
和实时通报，保证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高效率交办、高质量查
结。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六
项管理”的实施方案》，健全完善42项
制度，严格落实“建账、对账、督账、销
账”机制，促进纪检监察工作提质增
效。

聚焦“严管+厚爱”长期结合，不
断提升纪检监察队伍生机活力。托
县纪委监委突出勇于担当、强化专
业能力，结合换届优化领导班子机
构，选拔 6 名年轻干部进入班子，领
导班子平均年龄 39 岁，突显年轻
化、知识化、专业化。强化以上率
下，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求，加强
对分管部室和分管人员的教育监督
管理，着力做到“快干、实干、干好”，
持续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大力发
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提拔任
用机关内 12 名年轻干部，为担当者
担当，让有为者有位，不断激发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生机与活力，县纪委
监委干部队伍整体干事创业动力和
精神风貌持续向好。

托县

强化自身建设 打造纪检监察铁军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通讯员 潘
磊）如今，走进清水河县，“党建红”与

“生态绿”正成为当地最吸睛、最耀眼
的亮丽风景线。

近年来，清水河县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富能
力，以打好“生态牌”“文旅牌”“绿色
牌”和“高质量发展牌”为着力点，努
力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老牛坡扶贫产业园二期工程建
设项目今年 6 月开始运营，可以同时
接待 300多人食、住、行、研、学、游，这
里还专门设置了农产品展厅，帮助村
民销售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在老牛
坡红色文化广场，清水河县老牛坡党
员干部教育中心主任樊志敏介绍道。

老牛坡横卧在清水河县最南端
的北堡川内，村南村北山岭连绵，抗
日战争时期晋绥交界地区成立最早

的农村党支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过去，因自然条件差、没有水浇地，再
加上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老牛坡村
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如今，老牛坡党
性教育基地的落成，让村里吃上了旅
游饭，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老牛坡党性教育基地有老牛坡
党支部旧址和展览馆、北堡抗战遗
址、北堡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等 10多
处教学点，自 2017 年运行以来，培训
学员 4 万多人次，接待游客 10 万多人
次，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打
卡地。

老牛坡村党支部还充分挖掘明
长城、毛台子山、北堡写生基地等旅
游资源，发动村民开办农家乐、特色
民宿、小杂粮加工坊、种养合作社，
带动村民增加收入。现在，全村已有
农家乐 12 户，农业种植大户 18 户，规

模化养殖专业户 16 户。2021 年，老
牛坡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

“这些年，摇铃沟的变化很大，山
体披上绿装，山上的野兔、松鼠也多
了，农民夏天可以来采药，冬天可以
采沙棘。”韭菜庄乡护林队队长李虎
元说。摇铃沟是韭菜庄乡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韭菜庄乡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完成退耕还
林 3.3 万亩、退耕还草 8.4 万亩，全乡
绿化率达 42%。

韭菜庄乡三岔河村党支部先行
试种日光温室灵芝 30 多亩、木耳 8
亩。试种成功后，村里随即规划建
设了休闲采摘康养区、生态涵养保
护区、乡村旅游景观区、生态康养旅
居区、户外健身体验区、艺术田园景
观区、农业生态示范区 7 个规划区

为一体的灵芝康养田园综合体。短
短几年，三岔河村从一个各方面落
后的贫困村建设成为以田园康养为
主题的度假村。村民可以到项目区
打工，还可以通过流转土地、从事食
用菌种植、入股集体经济、发展农家
乐等方式增收。截至目前，韭菜庄
乡建成扶贫林果基地 0.9 万亩，房前
屋后栽植花果树 870 亩，建成扶贫沙
棘经济林和复绿项目 4.4 万亩，利用
村集体土地建设采摘园两处，让生
态效益切实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本报讯（记者 刘军 通讯员 祁雯）
近年来，赛罕区高度重视基层干部培
训工作，创新培训方式，注重培训实
效，紧密联系实际，全覆盖、多渠道、
高质量地开展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努
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思想层
次和业务能力。

“理论教育＋专题培训”全覆盖，
推动教育培训落实落细。赛罕区注
重加强基层干部政治理论教育，举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培训班，线上线下同时培训全区科
级干部、公务员和教育系统领导干部
1300余人。分主题开展各类专题培
训，开展科级干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培训班2期。举办区直机关党员干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培训
班 3期，培训 2600余人，进一步提升
机关干部民族工作水平。

“特色教学＋立体培训”有创新，
推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赛罕区不
断强化教育培训课堂教学水平，综合
运用研究式、案例式、辩论式教学方
法，通过实践学习、实景课堂等创新
教学形式，深化互动交流，课前收集
问题，课后结合实际组织交流研讨，
推动教学从“单向传授”向“综合学
习”转变，从“平面教学”向“立体培
训”转变。对照“政治要强”“情怀要
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
严”“人格要正”的标准，积极“选题”，
聘请党校的优秀教师讲课授课。坚
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在充实教学

内容上下功夫，提升教学质量。举办
村、村转社区“两委”干部专题培训
班，培训768人；举办赛罕区新一届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居务监督委员会
主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书记、党建指导员集中轮训
班，培训800余人，让党员干部在具有
感染力、说服力的学习中凝聚起对党
忠诚的坚定信念，提升能力水平，达
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的目的。

“考核评估＋纪律监督”高标
准，制度保障培训成果到位。赛罕
区坚持严以治教、严以治学，把从严
管理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提
升教育培训制度管理、考勤管理、学
时管理。严格执行学风建设和学员
管理制度，严格考勤管理，确保参训
领导干部人在、笔记在、体会在，保
障学风学纪；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
实行专人跟班负责制；严格落实学
时制登记管理制度，建立科级干部
教育培训档案，将干部参加脱产培
训、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网络培
训、在职自学等学时情况分别进行
登记备案。将干部教育培训开展情
况纳入年度实绩考核指标体系，作
为干部选拔任用、晋升职级的重要
依据，制定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学员
考察办法，强化对学员培训期间现
实表现、知识掌握程度的量化评价、
综合评定，将教育培训与干部日常
考察有机结合，在培训中了解识别
干部，以考察促进培训管理，实化举
措保证教育培训成果。

赛罕区

三举措提升基层干部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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