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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开
栏
语
：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汇聚起坚定信心共克难关、同心同德
奔小康的强大力量，亿万群众积极投身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即日起，本报在《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总栏目下开设《同心奔小康》子栏目，选取全区各地个人、家庭、企业、乡村等微观典型，展示人
们身边的变化，形象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
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崭新篇章。

简讯

兴安盟科右中旗

“安居乐业”
托起搬迁百姓
“小康梦”
一间间青瓦白墙的瓦房，院门外
平整的水泥路穿村而过，像纽带一般
将家家户户串联起来……这个整洁美
观又现代的新农村，就是易地扶贫搬
迁后的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
哈吐布其嘎查草布斯台艾里。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
也是越过越红火。”谈起如今的生活，
脱贫户包额尔敦仓一脸幸福。2016
年，因病致贫的包额尔敦仓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易地搬迁、教育、
医疗等一系列政策帮扶下，包额尔敦
仓不仅医药费报销了 90%，还住进了
梦寐以求的新房。
“过去一下雨，院里院外都是泥
水，根本出不了门，现在好了，都是水
泥路面。”包额尔敦仓告诉记者，搬到
新居后，在苏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
他利用扶贫产业资金养起了牛，去年
卖了 7头牛犊，收入达到 9万多元。不
仅如此，嘎查还根据他的实际，聘他为

护林员。温暖的住房，稳定的收入，让 “家中就业”。如今，她一有空闲，便会
他的生活蒸蒸日上。
拿起针线，摆好绣花撑子，熟练地开始
刺绣。
“刚开始刺绣能挣个 3000多元，
如何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
人”的难题？近年来，科右中旗通过易
现在接的订单都是 1万元以上的，
有新
地扶贫搬迁项目，打造 14个易地搬迁
房有产业还有收入，我们的生活条件
是真的变好了。
”
金莲笑着告诉记者。
新村，让 511户 1539名贫困户住上宽
敞明亮的新房。
哈吐布其嘎查驻村第一书记王超
2017年，哈吐布其嘎查草布斯台
说：
“我们嘎查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
，
艾里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新
尤其是草布斯台艾里通过易地搬迁解
建房屋 42所，为每家每户搭建 80平
决了住房问题，同时通过发展牛产业
米的棚圈、1000延长米的院墙，并配
和庭院经济、鼓励大家利用闲暇时间
备大门、深水井、有线网络等配套设施
学习刺绣、安排贫困群众到公益性岗
……从此，草布斯台艾里发生了历史
位工作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农牧民
性的改变。
的脱贫致富。
”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为
“脱贫攻坚胜利之日也是易地扶
了让贫困人口“挪穷窝、换穷业、拔穷
贫搬迁振兴之时。”兴安盟政协副主
根”，科右中旗把脱贫产业精准规划、 席、科右中旗旗委书记白云海说，
“下
精确实施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刺绣技
一步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要让易
能培训、肉牛产业培育等多种方式让
地搬迁的新村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
搬迁居民稳定脱贫。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54岁的金莲搬到新居后，实现了
裕。
”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

内蒙古现
1.
25亿年前
“宁城中华草”

新华社南京 4月 6日电（记
者 王珏玢）记者 6日从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
悉，由该所领衔的科研团队近
期在我国内蒙古宁城县发现了
1.
25亿年前的“宁城中华草”，
这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
早的单子叶植物化石，为科学
界研究植物进化提供了重要依
据。
单子叶植物是开花植物中
的一个重要类群。人类赖以生
存的大部分粮食作物，例如小
麦、水稻、高粱等，都属于这个类
群。但由于此前发现的化石记
录不多，科学界对单子叶植物的
起源和历史了解甚少。
此次发现的宁城中华草长
约 26厘 米、宽 5厘 米 ，根、茎、
叶、花等各重要器官清晰可辨。
从化石上看，它的根系具有侧
根，茎具有明显分节，茎上长有
多枚叶片。宁城中华草的叶片
细长，具有单子叶植物典型的平
行叶脉，样貌上类似玉米的叶
片。
“特别难得的是，此次发现
的化石完整保存了宁城中华草
的整棵植株，为研究植物进化提
供了新的化石依据。”领导此项
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王鑫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正式发表
在 3月刊印的古生物学术期刊
《远古世界》上。

北重四小开展
“中华民族一家亲”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近日，北重四小开展了“中华民族
一家亲”主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厚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在活动中
增强民族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3月 29日下午利 各班利用班会
时间开展了“中华民族一家亲”主题班
会活动。班主任们精心设计，活动有声
有色。辅导员为队员们讲解了蒙古马
精神及三千孤儿进草原的感人事迹，队
员们通过满怀激情的诗歌朗诵、感人至
深的红色故事表达出对祖国的深情告
白。
常淑芬 董彩霞

石拐法院畅通企业绿色通道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真没想到，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
了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工作，办结了一
件困扰四年的诉讼，法院的效率太高
了!
”某公司员工在办结一起商事纠纷
后，对石拐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推行的
服务企业绿色通道给予点赞。
为更好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提升司
法服务质效，石拐区法院大力推进“一
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在诉讼服务中心窗口开设服务企业绿
色通道，为涉诉企业提供优质的法治服
务，
护航企业良性发展。
常淑芬 王敏

法律宣讲进企业

樱桃红了 日子甜了
4月 5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
少镇野马图村的樱桃种植大棚内，红
红的樱桃挂满枝头，前来采摘的市民络

绎不绝。近日，
野马图村的樱桃迎来大
丰收，4
0多个村民种植户喜笑颜开。
《内蒙古日报》记者 孟和朝鲁摄

清明小长假 我区旅游收入 14.
22亿元
◇晨报融媒记者 苏勤
本报讯 4月 6日，记者从内蒙古自
治区文旅厅获悉，清明小长假三天，内
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323.
92万人次，
累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4.
22亿元。
小长假期间，内蒙古接待的游客主
要集中在区内，并以当地居民为主，区
内游客的占比为 60.
92%，跨省区的游
客占全区接待游客总数的 39.
08%。
从全国客源市场来看，小长假期
间，内蒙古主要客源市场集中在周边 8
省市区，其中，河北省、宁夏自治区、甘
肃省、山西省、天津市客源占比排名前
五，占全区小长假期间接待游客总量的
24.
94%。
从消费结构来看，小长假期间，国
内游客人均花费 445.
35元/
人次。游客

的花费主要集中在交通花费方面，占比
23.
69%，其次是餐饮花费占比 20.
04%，
住宿花费占比 18.
50%，购物花费占比
17.
33%，景区游玩花费占比 10.
00%，文
化娱乐花费占比 4.
00%，休闲疗养花费
占比 1.
71%，其他花费占比 4.
72%。
从旅行方式来看，
小长假期间，
内蒙
古接待的游客以自驾车出行的游客为
主，占比 51.
15%，依次为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出行的游客占比 44.
48%，骑行、徒
步等其他出行方式的游客占比 4.
02%，
租车自驾出行的游客占比 3.
45%。
从出行目的来看，小长假期间，内
蒙古接待的游客主要以旅游度假为出
行目的为主，占比 71.
49%，其次是工作
学习为目的出行的游客占比 24.
71%，
医疗保健及其它为目的的出行游客占
比 3.
79%。

近日，包头市公安局直属侦查一分
局企保大队邀请教培支队高级
“警务实
践”教官贾立老师入包钢企业开展如何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专题讲座。
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呈上升
趋势，犯罪手段花样不断“推陈出新”，
贾立老师作了题目为“电信网络时代，
我们离‘被骗’有多远？”的精彩宣讲。
与参会职工深入互动，详细讲解了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套路贷”
、校园贷、
刷单类、冒充公检法、恶意链接等电信
网络诈骗类型、作案手段以及如何有效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内容。提醒职工
群众做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
轻信，主动学习防骗知识，保管好个人
信息，要加强警戒意识、鉴别意识、防范
意识，
避免财产流失。
常淑芬 赵剑锋

北重二中女足再获
包头市
“市长杯”
初中女子组冠军

近日，北重二中女子足球队再次获
得包头市
“市长杯”初中女子组冠军。
近日，包头市
“市长杯”足球赛拉开
了帷幕，北重二中女子足球队作为青山
区
“区长杯”冠军队伍，参加比赛。最终
凭借教练员的临场指导和战术安排以
及队员们的出色发挥，以 2：0再次战胜
老对手包钢三中，获得了包头市“市长
杯”初中女子组冠军，成为获得包头市
“市长杯”冠军最多的初中女子队伍。
常淑芬 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