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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呼和浩特市新机场
保障基地合作协议签署

武川县健康扶贫让关爱之光
照到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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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第一单商标保险
在乌兰察布市签订生效

本报记者 张鑫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作为呼

伦贝尔鄂温克旗伊敏苏木红花尔基嘎查

一个普通牧民，51 岁的哈斯格日乐一路

走来多坎坷，但她一直努力奋进，始终秉

持匠心，怀抱着梦想，用勤劳绘出了“致富

之花”，实现了从一个普通牧民到创业就业

先进典范的华丽转身，成为农家姐妹们

脱贫致富的“领头雁”，书写了属于自己

的精彩人生。同时，带领当地的贫困姐妹，走

上了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技艺的脱贫致

富路，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病致贫
一台老式脚踩缝纫机维
系生活

1969 年，哈斯格日乐出生于伊敏苏

木红花尔基嘎查，从小看着母亲做民族

服装、民族靴子，深受感染。

1985 年，刚 16 岁的哈斯格日乐就

到海拉尔学习正规的裁剪，第二年又去

天津学习服装设计中专班，回来后就开

了一间小裁缝铺，制作西服、中山装、改

裤脚等。

1989 年，因很多老乡都曾问她能否

做民族服装，哈斯格日乐感到制作民族

服装很有市场便钻研起来，开始在自己

租的仅有几十平米的房子里一针一线地

制作起民族服装，由于没有机器设备，做

一件需要 5到 7天的时间，这样收入不

太多，但生活还算可以。

天有不测风云，2010 年，她得了心

脏病和脑梗，后期又查出肾衰竭。祸不单

行，哈斯格日乐的哥哥也患重症。哈斯格

日乐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要供

女儿上学，自己身体一直还不好，所以不

得不借钱看病，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陷

入困境。

2014 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时，她除了二十多万元欠债，一无所有，

连住的小屋都是租来的，仅凭一台老式

脚踩缝纫机，维系生活。

传承创新让民族服饰更
具时尚魅力
哈斯格日乐从小生活在多民族聚居

区，能熟练使用鄂温克语、蒙古语、达斡

尔语和汉语，也十分了解各民族服饰的

最大特点。病情好转后，她便干起了老本

行———裁缝。她开始从事制作、设计民族

服装，渐渐擅长了手工制作各民族四季

的传统民族服饰(春秋棉里子长袍、夏装

单里子长袍、冬装皮质长袍)、马裤、设计

短款现代民族风服饰，无论是蒙古族服

装的云扣、达斡尔服饰的卡(qia)腰还是

鄂温克服饰的云图，每一个环节她都从

细微处入手，放大特点，彰显个性，让客

户需求得到更多体现。渐渐的哈斯格日

乐在周边地区制作民族服饰已小有名

气。

2014 年 8 月，哈斯格日乐荣获红花

尔基嘎查妇联颁发的民族服装传承奖

章;2015 年受鄂温克旗就业服务局的邀

请，去为民族服装制作培训班当培训老

师，共举办了三场培训班，共教授学生

120 名;2016 年在鄂温克旗首届民族手

工艺品大赛中荣获工艺品鄂温克传统女

装类优秀奖;2017 年在“首届鄂温克民

族服装服饰大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

2016 年 6 月，哈斯格日乐成功的申

请成为“鄂温克族自治旗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鄂温克民间服饰》代表性传承

人”。鄂温克民族分为索伦鄂温克，敖鲁

古雅鄂温克和通古斯鄂温克，而鄂温克

族自治旗中最常见的就是索伦鄂温克，

索伦鄂温克族自己创作设计出了吉祥云

的图案，以便于在生活中与其他的民族

服饰区分开来。哈斯格日乐不仅熟练缝

制大人小孩各种传统的吉祥云图，还创

新出很多符合现代服饰的吉祥云图，在

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改革创新，让代表

吉祥的云图飘逸在了每一件鄂温克民族

服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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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凝聚品牌发展共识，加快形成

品牌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5 月 10 日，“云上

2020中国品牌日内蒙古云展馆”震撼开启。内蒙古云展馆

以“奔腾草原”为主题，展示内蒙古近年来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展示内蒙古知名自

主品牌和创新型企业，推动内蒙古知名品牌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品牌日”。2020 年中国品牌日以

举办云上活动的形式，运用三维虚拟现实等技术，围绕“中

国品牌，世界共享;全面小康，品质生活;全球战‘疫’，品牌

力量”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一场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

云上盛会。

本次内蒙古云展馆由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联合党委

宣传部、市场监督管理局、农牧厅、商务厅、工信厅等相关

单位共同筹备。内蒙古云展馆以“奔腾草原”为主题，以永

续发展母亲河，内蒙古草原、高质量发展、特色产业和自主

品牌为参观主线。主体设计为四组高低跨越结构，取形于

奔腾的骏马和寓意洁白的哈达，运用骏马、草原、哈达、黄

河几字湾及蒙族纹饰等设计元素，体现内蒙古自然生态良

好、历史文化悠久，寓意内蒙古发展如草原上的骏马不畏

艰辛、纵横驰骋，内蒙古自主品牌走向全国、全世界，走进

千家万户，服务全面小康。

据了解，为满足云商参观需要，内蒙古云展馆还设置

了无交叉参观线路及双向 4出口，共分“内蒙古绿色农畜”

(含内蒙古乳业)、“内蒙古制造”(含内蒙古羊绒)、“内蒙古

文旅”(含内蒙古生态)、“内蒙古味道”“内蒙古蒙医药”五大

板块，集中展示我区涵盖一二三产业的 60家知名企业的

品牌故事。中心设置体验展厅及视频播放区域，展馆出口

处设置双屏 LED屏幕，展播《品牌内蒙古》《内蒙古 24 小

时》《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亮丽风景线中国内蒙古》四

部宣传片，生动讲述内蒙古蓬勃发展的历程、70 年来发展

建设成就，以及内蒙古风景、风俗、美食、城市、人文等动人

故事。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企划经理闫晓明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线上线下营销和展会活动等一系列

的结合，云平台聚焦了产品、聚焦了市场、聚焦了资源，把

线上线下营销进行了进一步整合和升级。云上展会弥补了

不足，扩大了品牌宣传力，让我们的品牌向全国迈进了一

大步。

H“弘扬蒙古马精神·身边的榜样”ONGYANGMENGGUMAJINGSHEN窑SHENBIANDEBANGYANG

哈斯格日乐：靓丽民族服装
打通“脱贫之路”绘出“致富之花”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内蒙古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呈现出统揽格局更加实化、攻坚氛围更加浓厚、脱贫

路径更加清晰、脱贫举措更加有力、问题整改更加扎实、体制机制更加有效的良好态势。

内蒙古全区共有贫困旗县 57 个，其中，国家级贫困旗县 31 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 26 个，目前 57 个贫困旗县已全部退出贫困旗县序列。

全区现有贫困嘎查村 3694 个，已全部出列“摘帽”。“摘帽”之后，回看走过的路，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致富带头人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有哪些好经验好做法需要总结？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记者把笔头和镜头聚焦于脱贫攻坚工作，深入田间地

头探访内蒙古各地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那些一心为民、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身边榜样，以及内蒙古各地脱贫攻坚取得的举措和成效。

今日起，《内蒙古商报》将矩阵推出“弘扬蒙古马精神·身边的榜样”系列报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多平台、多维度展示内蒙古脱

贫攻坚成果。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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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科技部公布 2020 年度 498

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内蒙古汇德

众创空间、内蒙古草原青创孵化器等 15

家众创空间榜上有名。

截至目前，内蒙古共有国家备案众

创空间 58家。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管理体系，享受相应的税

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科技部等四部

委联合发布的《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

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

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

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

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

近年来，自治区认真贯彻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推进

众创空间助推创新创业升级发展。截至

目前，自治区众创空间总数量达 221家。

2019 年度统计显示，自治区各类众创空

间总收入达 2.68 亿元，使用总面积达到

173.50 万平方米，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免

税金额 623.66 万元；创业团队获得融资

总额达 7732.50 万元，常驻创业团队拥

有有效知识产权数量 2249项；当年服务

初创企业 3113 个，获得投融资总额达

3934.40 万。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近日，呼和浩特市政企“连心

桥”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呼和浩特市工商联主席王国华、秘

书长吴北起，以及来自呼和浩特市 28个委办局负责人、呼

和浩特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呼和浩特市女企业家

商会等 11家商(协)会等参加启动仪式。

记者了解到，政企“连心桥”综合服务平台是呼和浩特

市工商联与华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建，是基于互联

网应用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搭建的一个政企共用的公共

服务平台。内容主要包括“三端一云四平台”，三端主要指

平台服务端、平台公共端、平台支撑端;一云主要指工商联

基本数据模型库、平台企业经营情况诊断决策数据模型

库、营商舆情监控分析库、第三方评估数据分析库;四平台

主要指政企营商大数据平台、政府信息反馈平台、金融服

务机构平台、专家智库服务平台。

呼和浩特市工商联主席王国华介绍，政企“连心桥”综

合服务平台针对企业提出问题及时对接政府对应接口部

门单位，提出问题后的解决进度和后续跟踪，处理意见留

痕和关键问题提取;提供认证金融解决方案及时反馈金融

诉求，不断跟踪企业经营情况及时给予必要帮助;构建工

商联牵头的专家智库联盟，快速定位企业诉求;帮助企业

需求与政府政策的智能化匹配。

华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大林介绍，政企 " 连

心桥 " 综合服务平台的具体运用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建

立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完成诉求和答复以及政策推送与查

询的基本服务功能，于 5月 9 日正式上线运行；企业完成

诉求后，由平台推送相关政府部门，部门在一周内完成答

复；市工商联在两周内完成对部门提醒和对企业诉求完成

进度的告知服务，在一个月之内向市委、政府分管领导汇

报平台运行情况。第二期，提升管理和高端服务的水平，建

立对企业的智库服务和对部门的效能服务。

启动仪式结束后，11 家商(协)会和呼和浩特市 28 个

委办局负责人就该平台的运用进行了集中学习。

内蒙古新增 15 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实现信息一体化
呼市政企“连心桥”
综合服务平台启动!

云上 2020 中国品牌日内蒙古馆开启

60 家知名企业云上“集结”
展示品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