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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精准扶贫工程 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全媒体实习记者

赵佳琪

本报讯 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劳
务输出、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等一
系列精准扶贫工程的迅速推进，让我
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群众收入
不断增加，农村牧区面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据统计，20世纪 80年代初，我区
农牧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
600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67%。 到

2016年底，全区贫困人口已大幅减少
到 55.
6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4.
1%。
据 悉 ，根 据 计 划 安 排 ，自 治 区
2017年力争再减少贫困人口 20万以
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国
家级贫困旗/
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为此，自治区政府高度重
视扶贫工作，层层签订责任状，逐级压
实脱贫攻坚责任。推出了旨在实现精
准扶贫的“十个全覆盖”工程，在具体

措施上，包括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劳
务输出等一系列精准扶贫工程迅速推
进。与此同时，在扶贫过程中注重保
持青山绿水，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协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认
为，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内蒙古特色
的脱贫攻坚路子，并要让产业扶贫、金
融扶贫等一系列精准扶贫工程形成合
力，才能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

“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
认定公布

我区11个嘎查村上榜
◇全媒体记者

赵蒙蒙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农牧
业厅了解到，今年 4月份，根据《农业
部办公厅关于申报第七批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的通知》要求，自治区农牧
业厅组织盟市旗县逐级申报，向农业
部推荐了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
沙圪堵村等 13个嘎查村，申报第七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经农业部认定，内蒙古向农业部
推荐的 13个嘎查村中，有 11个一村
一品专业嘎查村通过认定，成为第七
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分别为：
鄂
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沙圪堵村（二
沟湾大米）、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东
园村（沁兴园西红柿）、
兴安盟科右前旗
巴拉格歹乡中安村（杂粮杂豆）、
呼伦贝
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苏木巴
彦胡硕嘎查（民俗旅游）、
包头市九原区
哈业胡同镇永丰村（卫东南瓜）、
呼和浩
特市武川县耗赖山乡圪顶盖村（塞上蒙
菇）、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乡东光村
（水稻）、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联
合村（五原黄柿子）、
赤峰市松山区大庙
镇吴家营子村（春志西红柿）、
乌兰察布
市化德县朝阳镇民乐村（化德大白菜）、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前岗台村
（那日牧小米）

中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创新高
新 华 社 北 京 8月 10日 电（王 虎
云、谭谟晓）全球绩效管理公司尼尔森
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第二季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稳步增长至 112
点 ，较 第 一 季 度 上 升 2个 点 ，再 创
2013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高。
尼尔森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对
个人经济状况和就业预期的乐观态
度，以及消费意愿的提升，都拉升了第
二季度消费者信心。其中，个人经济
状况预期表现突出。尼尔森发布的数
据显示，第二季度个人经济状况预期
从一季度的 66点跃升至 69点。
“随着居民个人经济情况的改善，
消费行为及习惯已悄然改变，中国消
费者的消费水平正在向富裕型、发展
型消费转变。”尼尔森中国区总经理韦
邵表示。
尼尔森消费者信心指数衡量消费
者的就业预期、个人经济情况以及消
费意愿，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 100为
积极，反之则为消极。

一度创 10年新低
“火箭蛋”触底反弹？

据《羊城晚报》消息 上半年跌
跌不休的猪肉价格和禽蛋价格近期
开始回暖，进入 8月以来，全国生猪均
价持续快速上涨，均价周环比上涨
3%以上。7月 31日至 8月 6日，商务
部重点监测的全国 36个大中城市鸡
蛋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3.
4%，涨幅较前
一周扩大 1.
8个百分点。
从去年年底开始的猪肉、禽肉及
鸡蛋价格持续低迷，令养殖行业和鸡
蛋行业陷入低迷，在经历了上半年的
严重亏损之后，6月中旬开始，国内青
脚麻鸡价格开启上行通道。据卓创
资讯监测显示，青脚麻鸡全国均价由
3.
04元/
斤涨至近期的 6.
61元/
斤，涨
幅高达 117.
43%，养殖户盈利丰厚，
每只鸡纯利润在 10元以上。
此外，黄羽鸡走势向好，有业内
人士预计，黄羽鸡月内可能实现盈亏
平衡或微利。
卓创资讯分析认为，因鸡蛋供应
能力一般，且随着蛋价触底，下游采
购积极性提高，市场走货较快，蛋价
再次大幅走高。目前鸡蛋供应基本
正常，短期蛋价有走低风险。但由于
后期天气转凉，市场需求或有好转，
同时 8月下旬多数院校将迎来开学
季，因此临近 8月中旬下游蛋商收购
积极性或有提高。

精短

内蒙古 192个产品
被认定为
“名优特”农畜产品
◇全媒体记者

弓小立

本报讯 昨日，第五届内蒙古“名
优特”农畜产品暨第四届内蒙古包装
设计竞赛成果发布会在呼市举行，活
动由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
会举办。发布会上，67家企业的 192
个产品被认定为 2017年第五届内蒙
古“名优特”农畜产品，36家企业的 90
个作品被认定为第四届包装设计大赛
获奖作品，评选出的产品代表了内蒙
古品质上乘、质优物美的绿色、无公害
农畜产品形象。
自治区农牧业厅党组成员、总农
艺师王雨锋表示，自治区党委、政府提
出将我区建设成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输出基地，从生产加工输出各环节
发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出一批

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名优特农畜产品，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连
续五年举办的“名优特”产品评定和包
装设计竞赛，成为促进企业诚信经营、
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
补充。今后，自治区各龙头企业要变
被动打造品牌为主动打造品牌，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培育农
畜产品知名品牌，打造“绿色内蒙古”
整体品牌形象。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
会执行会长林永亮宣布，内蒙古农牧
业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据
悉，内蒙古农牧业综合服务平台已上
线运营农牧业休闲观光在线预约平
台、蒙优汇商城、线上绿博会等板块，
将发展成为促进农牧业产销对接的
平台。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公安局工业
园区派出所积极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整
治工作，对辖区内出租房屋、复杂场
所、重点部位进行了地毯式摸排，同时
及时化解社会各类矛盾全面掌控社会
动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为内蒙古自
治区成立七十周年顺利进行创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
（冯富强）

6月 13日夜间，乌兰察布市察右
前旗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接到群众
举报称：长途汽车站路口发现一名醉
酒人员倒在路上，旁边扔了辆电动自
行车，我所到达后，由于该人醉酒无法
沟通，后通过其手机通讯录联系到家
人，将启送回，民警提示：少饮酒，注意
行车安全。
（冯富强）

为进一步扩大“缉枪治爆”战果，
有效打击和防范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活动，消除社会隐患，通辽市科区公
安局站前派出所不断加大涉枪涉爆
违法犯罪打击查处和宣传力度。截
至目前，站前所共收缴猎枪 2支、气枪
2支，子弹 4
6
0发。
付喜忠
通辽市科区公安局站前派出所
认真贯彻落实分局打击“黄赌毒”专
项行动安排部署，结合辖区治安特
点，早安排、早部署、早谋划，以信息
数据采集为基础，精准管控辖区内的
重点人口，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进行
重拳打击，全力维护辖区的和谐稳
定。
路一飞
为进一步强化流动人口聚集区
的治安，提高辖区社会治安管控能
力，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燕庄
站派出所加大清查工作力度，通过入
户核查、街面巡逻、检查招待所等形
式，对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等相关信
息进行登记检查。同时，辖区民警还
向房屋出租人、承租人宣传防火、防
盗、防诈骗等安全知识，全面预防各
类案件发生。
李发
晨报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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