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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左旗：

特色产业助力基层精准扶贫
◇晨报融媒记者 张鹰
200多天！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
是责任也是任务。
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是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开展脱贫
攻坚的重要举措。记者从土默特
左旗政府了解到，2019年土默特
左旗累计投入资金 6102万元用于
发展扶贫产业，成立了扶贫产业促
进会，开展了“五彩土默特”区域公
用品牌创建，通过发展订单农业、
“企业＋基地”种养殖等模式，先后
扶持香菇、黑小麦、虾蟹等 22个特
色产业项目建设，促进贫困群众土
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产业链，
分享产业发展成果，
促进稳定增收。

“合作社+电商”
大有可为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敕
勒川镇陶思浩村，村主任李静正在
忙碌着，蒙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乔冠峰在一旁向她汇报着合
作社的近况。
乔冠峰是回乡创业人员，在村
委会的帮助下，他创立了蒙储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于
2019年，主营小麦、玉米、小米、胡
麻油、土鸡蛋等当地特色农产品。
今年受疫情影响，合作社将目光转
向了淘宝店铺、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销售合作社产出的特色产品。
乔冠峰告诉记者：
“ 现在产品卖得
越来越好，今年合作社还准备继续
扩大网络平台的销售规模。
”
说起回乡创办合作社的初衷，
乔冠峰说：
“ 家乡的发展一直牵动
着我的心，在这里一切都得依靠产
业支撑，陶思浩村依山傍水、土质

◆蒙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农田里播种农作物
晨报融媒记者 张鹰摄影
肥沃，有着天然的便利条件，非常
适合搞种养殖，加上互联网的便
利，一定可以让家乡的农产品受到
更多人的欢迎，也能帮助村里的贫
困户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
”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助力
本村贫困户的发展，合作社从建立
之初就优先雇用村内贫困家庭的
劳动力，带动贫困户在合作社工
作，增加其收入来源。此外，合作
社还为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了 20只土鸡，让贫困户通过饲养
土鸡增加收入。
贫困户牛平均就是合作社帮扶
的受益者，
2019年合作社给牛平均
送来了土鸡，
经过半年的饲养，
冬天
的时候这些土鸡卖了个好价钱。
李静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呼
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旗委、政府的
领导下，
陶思浩村依靠抓特色，
提升
产业发展效益，坚持把发展产业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鼓
励和支持贫困群众通过发展庭院经
济、村企联建、资产投资收益等方

式，
帮助群众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

贫困户有了新的就业机会
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北园子
村村民曹继平因为家里年迈的父
亲，一直不能外出打工，地里微薄
的收入让家里入不敷出。2020年
土左旗北园子村新建成了豆制品
加工厂，这为村里的贫困户带来了
新的就业机会。
曹继平一个月可以从豆制品
加工厂挣到 3000元的工资，记者
从北园子村村委会了解到，豆制品
加工厂现已经完成了二期建设，投
资了 300多万元，预计年产值将达
到 1000万元，为当地解决了 6至 7
个工作岗位，目前主要生产豆油皮
和腐竹两种产品，正处于试运营阶
段。明年还将进行三期的建设，最
终将实现年产值 3000万元左右，
并至少提供 30个就业岗位。目前
加工厂优先招聘符合条件的贫困
户，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厂里每
年还要向村集体缴纳土地租金，进
一步增加村集体的收入。

全民健身正当时
近日，
晨报融媒记者来到自治区全
民健身服务中心，
许多市民在这里健身运
动。近年来，
自治区大力推进群众体育生
活化，
群众健身健康需求呈现多样化、
差
异化的特点。
目前，
我区全民健身组织日益完
善，
健身队伍不断壮大，
健身场地不断
改善，
健身活动多元化发展，
经常参加
体育健身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加，
全民
健身已成为全区各地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图为两位小朋友正在学习击剑。
晨报融媒记者 弓小立摄影报道

内蒙古 11069对新人 5月 20日登记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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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张鹰

度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截至 5月
月 19日，为做好 5月 20日、21日婚
20日 17时 30分，全区各婚姻登记
姻登记工作，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
本 报 讯 “520”
“521”因 谐 音
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 11069对。
记、厅长陈洁一行到阿拉善盟阿拉
“我爱你”，这串数字成为年轻人热
在众多电话咨询结婚登记业
善左旗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研指导
捧的幸福密码，众多新人选择在 5 务中，玉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接
工作，提前介入部署。强调要严格
到一对特殊新人的电话咨询，双方
贯彻落实《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月 20日、21日登记结婚。
晨报融媒记者从自治区民政
均是盲人，他们心中的愿望就是在 〈全国婚姻登记机关疫情防控期间
厅获悉，为满足人民群众办理结婚 “520”这一天登记结婚，考虑到这
工作指引(
试行)
〉的通知》要求，
积极
做好婚姻登记当事人和工作人员的
登记的现实需求，同时避免疫情期
对新人的特殊性，婚姻登记处专门
间扎堆登记可能造成的公共危害
将上班时间提前，顺利为这对特殊
安全防护，
采取调控登记数量、不搞
和影响，自治区民政厅提前谋划、 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完成了他们
集体颁证仪式、不扎堆登记，
减少人
重点部署，通过采取网上预约、电 “520”登记的心愿。
员陪同和逗留等措施，最大限度满
话预约、现场预约等方式，最大限
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5 足人民群众的婚姻登记需求。

内蒙古503个岗位
急需人才
◇晨报融媒记者 温晔峰

本报讯 5月 21日，记者从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为推动各盟市深入开展
人才引进工作，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征集各盟市高
层次人才岗位需求信息，于日
前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部分
盟市 2020年上半年高层次人
才需求目录》。
据了解，有高层次人才需
求的盟市包括：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巴
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
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二连浩
特市。目录涵盖上述盟市 124
个事业单位及大中型企业，包
括教学、科研、医疗、管理、技术
等 503个岗位共计 1173人，均
为各单位急需紧缺的人才。

太平人寿 5 22举办
首场公益扶贫直播
创新举措助力脱贫攻坚

“直播带货”，让优质农特
产品从“线下”走到“线上”，这
是太平人寿在助力脱贫攻坚中
探索出的一条新路。
作为金融保险央企——中
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太平”)
旗下成
员公司，太平人寿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计划在 5月 22日举办
一场公益扶贫直播，推介集团
定点扶贫地区的农特产品，助
力消费扶贫。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太平人寿紧跟集团脚步，坚
持“共享太平”发展理念，即将
在 5月 22日举办的这场“两当
情、裕安心，太平人寿首次公益
扶贫直播”，正是太平人寿为推
动消费扶贫所做的创新尝试。
据介绍，这场直播将在太
平乐享健康直播平台进行，推
介中国太平定点扶贫地区的农
特产品，包括两当金丝皇菊、羊
肚菌、太平中华蜜，以及裕安皋
尧土鸡蛋、精品六安瓜片、大别
山桑枝木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