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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牛大夫”王强

38 年诊断疑难畜禽病例超 6万

详见 2 版

▲

本报记者 张鑫

初冬时节，正值冬春草莓收获期。

走进温暖如春的大棚，一垄垄草莓

长势正旺，红彤彤的草莓“躲藏”在绿叶

中，若隐若现，令人垂涎欲滴。 在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金河镇舍必崖村的草莓种

植大鹏里绿意盎然，村民侯素文种植的

红颜草莓长势喜人， 一幅丰收的“莓”景

呈现眼前，惹人陶醉。

随着商超便利店逐步开放、街头车

流量逐渐增大、快递陆续开始配送……

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政策的有序实施，

城市往日的烟火气逐渐恢复。 侯素文开

始在微信朋友圈“吆喝”自家大棚里的

草莓和邻居们种植的蔬菜啦。

“@ 所有人，疫情相对平稳，可以送

菜啦，黄瓜、油麦菜、生菜、香芹、香菜、

西红柿等 10 余种精品蔬菜，菜很新鲜，

现摘现送， 红颜草莓也是现摘现送，要

的联系。 ”

一时间， 大家在群里纷纷接龙，侯

素文忙碌了起来……

侯素文告诉记者：“今年我种了两

亩草莓，主要品种是红颜，目前草莓长

势很好， 往年的红颜这个时期卖 70 元

一斤，很好卖，今年卖 50 元，菜是左邻

右舍的，正好大家搭配着一起卖。 ”疫情

下，侯素文玩起了“拼团群”，改变了以

往传统的销售模式， 通过线上团购，线

下集中配送的方式，解决了草莓的销售

难题， 还帮左邻右舍一起销售蔬菜，忙

得不亦乐乎。

辛勤的付出总能收获丰收的喜悦。

侯素文种植的草莓深受广大订户的欢

迎。 大家口口相传，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消杀静置，拿到草莓的市民夏

女士说:“我是第一次订购侯姐的草莓，

也是朋友介绍。 这个草莓很新鲜，比外

面买的口感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草莓

特别甜，有草莓的香气。 ”

近年来，金河镇舍必崖村坚持党建

引领，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草

莓特色产业，充分发挥组织、队伍、资源

“三大优势”， 助推草莓产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实现经济效益快速提升。

“线上团购”+“集中配送”解决了草

莓销售问题，侯素文对今后的生活充满

信心。 她说，虽然种植不易，但是一家人

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希望能够通过

网络让更多的人“共享甜蜜”。 而更多舍

必崖草莓种植户的生活，也如同这甘甜

的草莓一样，越过越红火。

【

记者手记

】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 在记

者采访中，舍必崖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

领，扛起农村产业发展责任，做活“一村

一品”文章，着力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

展草莓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走出

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兴村富民的绿色

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近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呼

和浩特市的交通运输服务逐步恢复，除

公交、地铁以外，铁路、民航恢复了区外

路线，出租车、共享单车等都已经开始

运营。

铁路方面

记者从中铁呼和浩特局获悉，该局

近期先后恢复开行了呼和浩特至包头、

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等周边盟市的城际

和动车组列车。 此外，还开行了呼和浩

特至西安间、 呼和浩特与乌兰浩特间、

包头与赤峰间、包头与哈尔滨间等多趟

长途旅客列车。 目前呼和浩特站、呼和

浩特东站，每日运行列车实施“一日一

图”开行策略，中铁呼和浩特局将视各

地疫情防控政策和客流情况进一步恢

复开行列车， 旅客可通过关注铁路

12306 网站、 手机 APP 和车站公告了

解最新铁路出行动态。

民航方面

近日，随着各地深入落实“二十条”

措施，多家航空公司逐步有序运营呼和

浩特地区航班航线。从 11 月 21 日恢复

商业航班运行以来， 截至 11 月 24 日，

区内开通了赤峰、海拉尔、通辽、锡林浩

特、乌兰浩特、阿拉善左旗航线；区外开

通了成都、济南、太原、昆明、武汉、哈尔

滨航线。 近期，航空公司会动态调整飞

行计划， 机场方面也提示旅客密切关

注航空公司的动态通知。 旅客可通

过官方热线向乘坐航班的运营航空

公司咨询航班的预计执行情况。 如

旅客需了解呼和浩特机场当日的航班

情况，也可通过内蒙古机场集团旅客服

务热线咨询。

（下转 2版）

今年以来，兴安盟发改委全力落实

自治区发改委“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

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工作。 截至目前，全

盟已注册市场主体 42769 家，共收到诉

求 475 条，已全部予以答复，合理诉求

解决率达 100% ， 五星满意率达到

97.1%。

“这个平台真是太方便了， 不仅能

随时查询相关政策和惠企信息，而且我

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留言后，相关

单位会立刻电话联系我们， 帮我们解

答。 ”提起“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服务

平台，蜀大侠火锅店总经理马小刚连连

称赞。 该服务平台自 2021 年 5 月上线

后，马小刚就成了它的“粉丝”，一直通

过这个平台谋求帮助。 前不久，他在“蒙

企通”平台诉求反映窗口给市场监管局

留了言，当天就收到了市场监管局的电

话回访，并耐心地解答了他的问题。

“蒙企通” 平台是自治区发改委为

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助力全区优化营

商环境，专门为民营企业打造的服务平

台， 致力于搭建起政企精准沟通桥梁，

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区三级数据互

联互通。 平台设有“诉求建议”“反映问

题”“政策匹配”“社会评议” 等功能板

块，企业经营者不仅可以通过政策推送

窗口了解到最新的惠企政策，而且还可

以在平台上反映自身诉求，相关部门会

第一时间和市场主体取得联系。

“‘蒙企通’平台畅通了市场主体反

映问题的渠道，通过线上派单的方式让

企业的诉求得到了最快速的反馈，切实

搭起了政企沟通的‘连心桥’。 接下来我

们会投入更多精力，进一步做好‘蒙企

通’平台的应用工作，全力解决市场主

体诉求。 ”兴安盟发改委民营经济科负

责人李鑫说。

高敏娜 张伟男

受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影响，我区迎

来入冬以来最强寒潮天气，11 月 26 日

17 时，自治区气象局、农牧厅联合发布

设施农业气象灾害预报。

根据气象智能网格预报数据，结合

设施农业低温灾害和风灾指标，11 月

27 日起，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

及呼伦贝尔市中部零星地区出现不同

程度设施农业低温灾害风险较高；28 日

至 30 日， 西部偏东南地区出现重度设

施农业低温灾害风险较高，中部偏南地

区出现中度设施农业低温灾害风险较

高。

为此，自治区气象局、农牧厅提出

防御对策：提前做好在田设施作物生产

的防风防冻准备，增强棚室抗寒抗压能

力；建议提前关闭放风口、固定温室周

边易漂浮物，防止损坏棚膜，防御冻害

发生；对于棚内作物应收尽收的同时减

少整枝打杈，有受冻风险的适当喷施磷

酸二氢钾，防范低温大风对设施农业生

产的不利影响； 养殖户可备足饲料饲

草，防止因极端天气造成的饲料饲草供

应和运输困难。

石向军

人有三宝“精气神”。良好的精神状

态，能极大地激发人的智慧、潜能和力

量，更好地克难制胜、成就事业。 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

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一定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倡导的“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 的蒙古马精神发扬

好、践行好。

从 2014 年考察内蒙古提出蒙古马

精神， 到 2019 年考察内蒙古进一步丰

富其内涵，再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多次要求我区广大

党员干部发扬蒙古马精神、努力把各项

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我

们以蒙古马精神干事创业充满殷切期

望。 这既是对内蒙古各族人民长期以来

形成的宝贵品质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

区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深情

勉励。

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

高大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不畏寒

暑、不惧艰险，赤胆忠心、坚韧不拔，千

百年来始终在风霜雨雪的大草原上砥

砺跋涉、默默奉献。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 我们无论干什么都应该像蒙古马那

样，条件再苦、任务再重也不懈怠，困难

再大、挑战再多也勇往直前，不见真章

不停手，不获全胜不收兵。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冲锋号。 踏上“而今迈步从头

越”的新征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都要大力发扬蒙古马精神，不断强化吃

苦耐劳的韧劲、一往无前的拼劲、不达

目的绝不罢休的干劲，努力完成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以实干实绩展现新

时代内蒙古的新风采，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不断作出新贡献。 据《内蒙古日报》

舍必崖村大棚里的“莓”好生活

初冬临 草莓甜!

本报记者 张鑫

面对本轮疫情影响，人民银行呼和

浩特中心支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全区上下联动，引

导金融机构针对自治区优势重点产业

精准发力，激发市场活力，助力经济运

行恢复常态。

聚焦农业主体，加大信贷投放。 10

月末，全区涉农贷款余额 9410.0 亿元，

比年初增加 615.4 亿元， 同比多增

117.0 亿元。 农用物资和农副食品流通

贷款增势良好， 截至 10 月末贷款余额

672.9 亿元，比年初增加 43.1 亿元，同比

多增 79.0 亿元，有效保障疫情期间农产

品产业链、销售链畅通。 引导金融机构

提升对涉农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10 月

末， 企业涉农贷款余额 6334.6 亿元，比

年初增加 357.7 亿元， 同比多增 163.6

亿元。

助力重点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制

造业、采矿业等重点产业贷款实现稳中

有增， 增长规模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10 月末， 全区制造业贷款余额 2344.5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7.5 亿元，同比多增

310.4 亿元。 采矿业贷款余额 1036.2 亿

元， 比年初增加 34.9 亿元， 同比多增

36.6 亿元。

支持民营经济，优化信贷结构。 10

月末，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 5886.8 亿元，

比年初增加 158.1 亿元， 同比多增

102.4 亿元。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增强民营

经济支持力度，民营经济贷款同比分别

增长 11.9%、4.6%。

精准发力

自治区金融系统助力经济运行恢复常态

呼和浩特铁路、民航恢复部分区外线路、出租车等恢复运营

兴安盟：4.2 万户市场主体 注册“蒙企通”

内蒙古发布设施农业气象灾害预报

以蒙古马精神开创事业发展新天地

进入冬季，赤峰市敖汉旗长胜

镇沙漠之花沙棘产业园 2200 亩沙

棘果采收逐渐接近尾声。工人们忙

碌着，将新鲜剪枝的沙棘连枝带果

装筐运往速冻库，保证在果实状态

最好的时候速冻、脱粒。

产业园栽植中华沙棘、俄罗斯

选优沙棘两大类共 19 个品种，培

育沙棘树 11 万株， 平均亩产达到

300 到 400 公斤，收益期将稳定在

20 年左右。

产业园不仅吸纳周边农牧民

长期就业，还联合农户成立了沙棘

种植采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社员

免费提供 2 年生沙棘实生苗 70 万

株，支持他们在荒坡、沟渠种植沙

棘树达 8000 亩，盛果期以最低保

护价收购沙棘果，有效改善当地生

态环境、带动社员增收。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敖汉

旗，沙棘种植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现保存面积达 16 万亩。如今，大面

积的沙棘林不仅有效防风固沙、减

缓土地沙化，也成为带动当地群众

增收的特色产业。

霍晓庆

┏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 今年

1—10 月 ， 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1.4%，占同期自治区全部投资的 55.2%。

其中，工业领域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0.8%， 高于同期我区全部民间投资增

速 39.4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63.9%。

今年以来，面对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的严峻挑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多发散发

的重大考验，我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全力清偿拖欠民营中

小企业账款，并以退税减税降费助企纾

困；在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动民营企业高质

量发展， 增强民营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扩大民间有效投资， 稳定市场预期，激

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区工业领域民间投

资占全部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基础设施

领域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部民间投资

增速。今年 1-10 月，全区工业领域民间

投资占同期全部民间投资的比重提升

至 56.3%， 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资增速

高于同期全部民间投资增速 42.5 个百

分点。

杨帆

1—10月内蒙古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 55.2%

11 月 23 日一大早， 家住乌海市海

勃湾区凤凰岭街道京海城小区的吴其

沛老人起身出了门，步行不到 10 分钟，

就来到家门口的公园锻炼身体。 之后又

用了 5 分钟， 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蔬

菜。 看着时间还早，他和几位老友约着

去小区对面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坐在按摩椅上放松理疗。

“买菜、锻炼、看病走几步就到，社

区里就有养老服务中心， 平时不想做

饭，花 9 块钱就能吃一顿午餐，感觉生

活越来越幸福便捷了。 ”

不用公交， 只需步行，“医食住娱”

在家门口全部解决，这既是吴其沛老人

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也是“一刻钟社

区生活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

数的生动写照。

这个“圈”用来干啥？ 就是社区居民

从居住地出发，在步行 15 分钟范围内，

能够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购物、休

闲娱乐等各类生活需求，足不出“圈”实

现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

今年年初，乌海市提出打造“一刻

钟社区生活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随

着海勃湾区长青社区、康乐社区、乌达

区新达社区等 5 个涵盖全市 16 万人口

的社区被确定为试点，以“舒适安居圈、

便民消费圈、社区文化圈、优教普惠圈、

养老服务圈、健康医疗圈、城市颜值圈、

服务响应圈”八位一体的“一刻钟社区

生活圈”体系正在形成。

在这个幸福的生活圈里， 老年人享受

的是便捷舒心的养老、就医服务，而中青

年更看重的是便捷的上学、购物需求。

小区里开了超市，这让家住海勃湾

区长青社区的周昊直呼方便，家中所需

的蔬果、日用品大多采购于此。 周昊告

诉记者， 现在小区周围配套有幼儿园、

小学， 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小区东

门，过了马路就是人民公园。 在一刻钟

的时间里， 大家实现了购物、 娱乐、看

病、就学。

（下转 2版）

乌海打造“一刻钟社区生活圈”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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