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诚实守信 创新共赢谋发展
——记2021年第一批自治区诚信典型内蒙古敦布仁钦香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吕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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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敬互爱诠释“文明家庭”真谛
——记全市第二届“文明家庭”韩喜威家庭

●本报记者 吕会生

践行诚信规范 建设诚信单位

我为群众办实事

村民实现“早进城、晚回家”出行需求

攸攸板镇东棚子村通公交车了

日前，玉泉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的“我
帮你”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石
东路街道富丽社区，青年志
愿者围绕为老服务、垃圾分
类、法律咨询、惠民演出等开
展志愿服务。

图为志愿者正在为社区
居民发放呼和浩特市市民文
明手册。

■本报通讯员 丁根厚 摄

志愿服务暖人心

韩喜威家庭在生活中夫妻和睦、
互敬互爱、孝敬老人、团结邻里。这
个家庭曾荣获第二届呼和浩特市“文
明家庭”荣誉称号，第九届“最美青城
人”暨呼和浩特市道德模范提名奖。
韩喜威家庭用互敬互爱诠释着“文明
家庭”的真谛。

韩喜威 2000 年参加工作以来，参
加过十多条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
从从事铁路工程建设普通工作，到技
术员再到高级工程师，从设计时速
80km/h 的普通渝怀铁路到设计时速
350km/h呼张高铁，均有他的参与。

由于工作性质，韩喜威常年在外
奔波，无法照顾家庭，家里的老老小
小都交给他的妻子照顾。多年来，他
的妻子无怨无悔照顾着两个孩子和

双方父母，默默在背后支持着丈夫的
工作。

2015 年 ，为 响 应 国 家“ 一 带 一
路”建设号召，韩喜威主动申请到非
洲刚果金支援当地建设，一干就是 3
年。3 年来，陪伴他的是战乱、疾病
和对家人无限的思念，他义无反顾，
毫无怨言，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努
力工作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工作再苦
再累也要出色完成。”韩喜威说。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远亲不如
近邻”。韩喜威夫妻教育孩子要尊敬

他人，在小区碰到邻居要主动打招
呼，遇见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上楼要主
动搀扶，邻里需要帮忙时要主动帮
助。在家里，夫妻二人有意见分歧
时，都多站在对方立场想问题，争取
达 成 意 见 统 一 ，小 事 谦 让 ，大 事 协
商。就这样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加和
睦，其乐融融。

对于维护所在小区环境整洁，一
家人都会自觉清扫公共卫生、楼道卫
生，积极向身边的人宣传垃圾分类的
好处，制止随意丢弃垃圾。

韩喜威家庭特别注重家风家规，

他们经常带着孩子参观红色革命圣
地，让孩子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2020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韩喜威主动报名参加了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到小区门口测量体温、上
门排查登记居民出入信息等。

为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培养
家庭树立绿色环保意识，引导家庭学
习绿色环保常识，从身边做起、从自
身做起，韩喜威全家都积极参加垃圾
分类活动，报名成为社区垃圾分类志
愿者。

韩 喜 威 说 ，一 个 社 会 的 和 谐 发
展，离不开众多家庭的和谐美满。从
这个意义上讲，把各自的家庭经营
好，不仅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发展，也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内蒙古敦布仁钦香业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以“天然香
材、中草药配方及其制备工艺”为核心，
集研发、生产、销售、研学为一体的蒙药
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企业。该公司
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多年致力于蒙药
香、藏药香的研发、生产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截至目前，
产品涵盖蒙药香、藏药香、养生香、贡
香、沉檀香、香材文创等七个系列百余
款产品，远销西藏、青海、广东、福建、吉
林、黑龙江、浙江、马来西亚、印尼、澳洲
等国内外地区，年销售额近千万元，在
制香业影响深远。

多年来，该公司把诚信经营作为企

业的追求，坚持靠诚信待用户，争市
场。公司努力建设以诚信理念为宗旨
的企业文化体系，把诚信建设作为企业
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来抓，提出了“以
德治企，诚实守信”的理念信条，倡导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企
业作风，形成了“创新共赢奉献”的企业
价值观等企业文化理念。同时该公司
着眼于道德宣传教育，着力于增强诚信
意识，加强道德建设，打造诚信平台，造
就忠诚员工队伍。

近年来，该公司先后获得“蒙古族
药香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蒙古族药香制作技艺传习基地”“指定
行香师培训基地”“2021年中国旅游商
品大赛（健康主题）铜奖”“赛罕区工商
联爱心企业”等荣誉称号。今年，该公
司入选第一批自治区诚信典型名单，被
评为诚信示范企业。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公司
为自治区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捐赠了
价值 20余万元的香囊、药香爱心礼包，

发往武汉交付到援鄂的自治区医务人
员手中。

目前，该公司与北京阿南德蒙医医
院、苏兴云中医诊所、北京东萱文化传
媒公司等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
在中药、蒙药、蒙药香的研发与创新上，
形成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同时，
该公司严谨筛选合作对象，从企业的工
商、税务等基础信息梳理是否具备诚信
合规经营的基本条件，并从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及相关信用公示系统，
了解企业诚信情况，对于严重失信的企
业，拒绝与其合作。此外，公司还重视
合作方诚信，将诚信落实到企业的生产
经营合作的各个环节当中。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全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积极构建“绿色园区”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包

灵美）今年以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
区认真贯彻落实我市垃圾分类相关
要求，逐步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管
理系统，不断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积极构建“绿色园区”。

为加强办公区域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水平，有效改善办公环境，促
进资源回收利用，呼和浩特综合保税
区管委会结合园区实际情况，制定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负责垃圾
分类日常事务；组建督查队伍，定期
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考核；设立党员先
锋岗，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联络、宣
传与示范，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
序推进。

在垃圾减量方面，园区通过开展
绿色低碳办公方式，鼓励干部职工节
约资源、减少废弃；提倡推行电子化
办公和无纸化办公，尽量采购和使用
具有中国环境标志、循环利用标志和

符合节能认证标准的产品等途径，尽
可能减少垃圾产生。

在反食品浪费方面，党员干部
带头制止浪费行为，积极投身节约
型机关创建，不论是日常用餐、参加
公务活动、还是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都坚持科学点餐、节俭备餐、理性消
费，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同时，减
少一次性物品和停止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使用，办公物品尽可能回收
再利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餐盒、餐具、塑料吸管、塑料水

杯、饮料杯等。
一年来，通过观看垃圾分类宣传

片，让更多党员干部学会垃圾分类方
法；开展垃圾分类知识测试，查缺补
漏，加深知识记忆；举办基层党建活
动，实地操作掌握分类方法，党员干
部真正做到“走在前、当表率”。在此
基础上，通过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
传手册、播放宣传视频、公众号专栏
宣传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
宣传，有效扩大了垃圾分类知晓率和
覆盖率。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杨立惠）“通车啦……通车啦……我
们村通公交车啦……”11 月 28 日早
晨，攸攸板镇东棚子村的村民兴奋
地说着。公交车站牌旁，要去市里
办事的村民已经有序地排好了队，
等待乘坐第一趟公交车去城区。

东棚子村位于回民区攸攸板镇
西侧，110 国道以北，距离呼市市区
约 10 公里，辖区有回民区三大物流
园区，共有村民 3297人。此前，东棚
子村附近方圆 1 公里范围内均无公
交车站，村民出行十分不便。

东棚子村“两委”班子了解情况
后，及时研究解决方案，并向上级党
委反映。最终，在上级党委大力支
持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1 月 28
日 10 时，133 路公交车正式在村里
通行，从东棚子村出发，行驶至慧谷
上品结束，途经东棚子南口、蓝天中

学、乌素图嘉园、蒙亮、中铁诺德龙
湾、呼市交管支队等站点，7 时到 20
时全天通车，最大程度满足了村民

“早进城、晚回家”的出行需求。
家住东棚子村的王女士，一家 4

口人，女儿在市区上初中，儿子在市区
上小学。王女士的丈夫每天骑电动车
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平时遇上刮风
下雨的天气或者家里有事走不开，孩
子们就要花钱乘坐出租车，一开始听
说村里要通公交车的消息时，她和丈
夫高兴了好几天。

“村里通了公交车，以后我们再
也不用为去市区犯愁了，来回就 2元
钱，真是太好了。”村民高兴地说。

“村委会要创新服务方式，增强
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把好事办
实，把实事办好，用一片真情凝聚百
姓真心。”东棚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
军说。

近日，回民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美团外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活动
中，消防知识宣讲员为美团骑手进行消防知识培训，通过他们随餐发放消防安
全知识宣传单的方式，真正做到让配餐商家“每时每刻重消防”，让订餐用户“足
不出户学消防”，营造浓厚的消防安全宣传氛围。

图为回民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正在粘贴消防宣传贴。
■本报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费娟 摄

简 讯

●近日，健康社区对来社区办事的居民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社
区工作人员通过宣传垃圾分类资料，向居民讲解了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

（苗欣）
●为进一步落实辖区污染源防控工作，近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新城

区政协的工作人员来到内工大社区，积极开展“煤改电”使用情况摸底排查
工作。 （阿柔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