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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财政下达 2019 年 65 周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盟级财政补

助资金 471 万元
为方便老年人出行，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我盟各旗县市公交覆盖城

区 65 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享受免费

乘坐公交车待遇。近日，盟财政下达

2019 年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

公交车盟级财政补助资金 471 万元。

通过此举措的实施，为老年人交通出

行提供了便利，增强了老年人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得到了老年人的一致好

评。

盟财政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计

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280 万元
为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服务工

作，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

近日，盟财政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计

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280 万元。本次

下达的资金主要用于实施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和西部地区计划生

育“少生快富”工程三项制度补助资

金。资金分配主要根据各地计划生育

目标人群数量、补助标准等因素进行

测算。

盟财政下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

创业就业“以奖代补”资金 100 万元
为进一步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工

作，近日，盟财政下达 2019 年自治区

财政创业就业“以奖代补”资金 100

万元。本次下达财政创业就业“以奖

代补”资金，为就业技能实训基地项

目资金，主要用于奖补购置与实训相

关的设施设备、提升培训品牌等方面

的支出。

盟财政下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

老年事业费 30 万元
为进一步推进全区老龄工作发

展，提升各地为老年人服务能力，近

日，盟财政下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

老年事业费 30 万元。此项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各地推动老龄事业发展、开

展老龄活动和建设为老基础设施。

盟财政下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

脱贫攻坚农村牧区水质检测补助资金

202 万元
为切实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近日，盟财政下达 2019

年自治区财政脱贫攻坚农村牧区水质

检测补助资金 202 万元。此次下达资

金依据各旗县市监测水样任务数和设

备经费给予补贴，资金专项用于“饮

水安全”检测排查工作。（兴安盟财政

局社保科供稿）

新闻集装

突泉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亮”人居环境

本报讯（王天慧）2019 年以

来，突泉镇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 站 ) 建设的同时，立足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优化整合

各种资源，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而

实现环境卫生常态化、制度化提

升目标。

坚持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 站 ) 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的整

治力度。从环境整治工作方案

中的细节出发，结合志愿“送服

务”活动，摸底各村未硬化道路、

旱厕等，通过任务分解，压实各

级责任，加大清理力度，扩大整

治范围。对死角死面严格遵循

清理到位原则，确保村屯卫生环

境不断改善。

加大环境卫生整治的宣传

力度，发动群众开展志愿服务，

通过综合整治、专项整治和常态

化志愿服务等方式，提高群众的

环保意识，自觉履行好“门前三

包”举措，真正让群众成为长效

管理的主体。

把 工 作 任 务 划 片 到 人，村

“两委”包户包街，保洁员、党员

干部包片包路，进一步明确任务

分工。明确各村“两委”的宣传

指导责任，示范带头；明确保洁

员、党员干部工作责任，具体作

业；明确包村干部定期检查，监

督效果。防止“督查一阵风、查

完就结束”的现象发生，实实在

在靓化各村“颜值”。

扎旗就业服务局

做好稳岗返还补贴工作

本报讯（周琪）扎赉特旗就

业服务局积极发挥失业保险稳

定岗位促进就业作用，通过主动

服务、加强宣传、后续跟踪等措

施，为全旗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

申请稳岗返还补贴，目前已为 24

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补贴 83 万

余元。 

该局主动与企业沟通，核对

失业保险参保缴费信息、职工增

减员信息，积极宣传稳岗返还最

新政策，提高企业申报效率，并

针对稳岗补贴资金使用情况、企

业职工队伍稳定情况、岗位变化

情况等开展跟踪检查，保证补贴

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在减轻企

业负担、促进企业稳定快速发展

方面起到了保驾护航的积极作

用。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对民

营企业的扶持力度。

盟财政

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财政和自治区
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

本报讯（刘春光）为做好困

难 群 众 救 助 工 作，提 高 预 算

完 整 性，加 快 支 出 进 度，根 据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民 政

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困难

群 众 救 助 补 助 预 算 指 标 的 通

知》（内 财 社 [2019]1509 号）

文 件 精 神，近 日，盟 财 政 提 前

下达 2020 年中央和自治区财

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

40985 万元。

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统筹

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孤儿和事实无人托养儿

童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

国网扎旗供电公司罕达罕供电所

开展迎峰度冬工作

本报讯（牟信宇 于小飞）近

日，国网扎赉特旗供电公司罕达

罕供电所组织全体员工对供电

所区域内的配电设备进行专项

巡视检查，深入电取暖用户家

庭，对用电设备进行检查，并开

展安全用电宣传。

为保证在工作的开展过程

中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该所重点

强调了车辆行驶安全，兼职驾驶

员进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学

习，要求使用车辆严格执行审批

制度，禁止擅自用车。规范驾驶

员的驾驶行为，做到平稳驾驶，

杜绝超速和酒驾，保证行车安

全。同时加强对巡视标准进行

系统的学习，包括《配网设备巡

视指导图册》《配电运检认知》

《国网蒙东电力配电专业工作手

册（架空线路巡视工作标准）》等

标准制度，确保工作保质保量完

成。

专项工作中，供电所员工主

要对 10 千伏配电线路走廊内树

木，线路分段开关、交叉跨越、线

路变压器下方的易燃物进行了

巡视检查，及时清理了威胁线路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的树木和秸

秆等。根据 PMS 系统检测的运

行数据，对三相不平衡和低电压

台区进行了治理，同时对高压专

变用户进行了特别巡视，并对存

在的设备缺陷隐患及时告知用

户，下发隐患通知单，督促用户

及时进行整改。目前，该所正紧

张有序开展迎峰度冬工作，确保

迎峰度冬期间电网运行安全和

可靠供电。

从“望羊兴叹”到“养羊得益”
——杜美牧业指导农民科学养羊致富小记

□记者 秀秀

寒冬时节，记者来到扎赉特旗巴彦

高勒镇永合村白安铁的家。室外寒气逼

人，白安铁的关节因风湿肿胀严重，可是

不论她有多难受，都要第一时间给自己

家养的羊添草料，她步履蹒跚，每走一步

都伴随着疼痛，但是说起养羊的事儿脸

上却洋溢着笑容。

白安铁今年 53 岁，夫妻二人都因病

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2016 年扶贫工

作队员给她家送来了 10 只基础母羊，从

此白安铁的生活因为养羊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白安铁家的羊以兴安多羔

羊为主，每胎最少可产 2 只羊羔。通过

几年的发展，她家现在已经有 40 多只基

础母羊，2019 年更是靠卖羊羔赚了 5000

多元，她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我要感

谢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老两口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不管天多冷我都要凌晨 4

点多起来喂羊，喂完才能安心吃饭。你

看我这只羊，第一胎产了 5 只羊羔，但是

因为我欠缺饲养经验死了两只。等到第

二胎这只母羊就产了 4 只羊羔，真是高

兴得不得了！现在产下的母羊留作基

础母羊，公羊羔喂养 40 多天就可以卖到

700 元左右，这日子肯定越来越好！”说

起自己的养羊经历，白安铁除了笑还是

笑。

让白安铁增收致富的兴安多羔羊是

由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的。该公司实行“引领 +”扶贫模式，

为贫困户提供兴安多羔羊的种公羊，并

深入牧民家中进行配种，保证羊羔的成

活率，助力贫困户脱贫。在公司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内蒙古杜美牧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场，该养殖场

分为养殖区、胚胎移植区、办公中心和培

训中心，存栏澳洲白、杜泊、纯种德美等

优质种羊 3800 只。

在培训区，来自全盟各地的牧民朋

友正在这里学习羊的舍饲养殖知识，工

作人员谢慧慧告诉记者，这里可以为学

员提供食宿，方便全盟的牧民朋友学习。

除此以外，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还为参加学习的学员建立学习档

案，根据大家的学习程度编排课程安排

培训。杜美牧业从 2015 年 6 月开始承

担由兴安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名为内

蒙古自治区扶贫办的脱贫致富带头人养

羊养殖技术驻场培训任务，现已培训五

期共 300 余人。2017 年 4 月，受中国畜

牧业协会委托常年开展全国肉羊养殖技

术培训，这标志着杜美牧业的培训工作

走向了全国。

“原来我都是土办法养羊，不能保证

成活率，那个时候羊羔死了也不知道是

自己养殖技术的原因。后来通过学习，

利用科学技术养羊就是不一样，不仅能

保证成活率，这收入里外里增加不少呢。

现在羊一胎最低生两只羊羔，我去年卖

了 70 多只羊羔，收入超过 5 万元。家里

种的玉米按照老师的要求直接成为羊的

饲料，现在舍饲养殖很赚钱。”学员杨继

海和记者聊着自己的养殖变化。

杜美牧业在充分发挥技术、管理、培

训等方面优势的同时，立足本地资源，

积极引进国际优良肉羊品种，通过高新

技术，培育出适应本地气候特点、高产

多胎生长速度快、肉质良好的兴安盟肉

羊新品种。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同时，与

扎旗扶贫办合作成立了“扎赉特旗脱贫

致富肉羊养殖培训基地”，精准扶贫采取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合作共赢

的利益联结机制，科技引领，技术培训，

自身发展与产业扶贫结合，促进双赢，

带领全盟农牧民养羊脱贫致富。杜美牧

业还利用胚胎移植等技术，迅速增加优

秀种羊数量，减少引进种羊费用，缩短

种羊品种培育的时代间隔，提高了种公

羊利用率。舍饲养殖提高母羊受孕率、

繁殖率、成活率，实现养殖集约化工厂

化。通过杂交改良平均提高每只羔羊的

产肉量 5 公斤以上，采取“企业 + 合作

社 + 养殖户”的模式，使牧民每只羊再

增收 150 元至 200 元。同时，实现地方

母羊品种升级，实现精准扶贫工作的产

业化。

□孙睿

“昨天晚上又下雪了，各班组负责

的线路运行情况怎么样？”  

“我们输电线路运行良好，未发现

异常，今天准备进行接地电阻测试以

及红外测温。” 

“我们配电线路也未发现异常，目

前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1 月 8 日凌晨，国网科右前旗供电

公司运维检修部负责人向各班组长询

问线路运行状况。 

为确保科右前旗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公司运检部扎实开展“迎峰度冬”

各项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全面打响

“迎峰度冬”春节期间保供电攻坚战。 

银装素裹 带电作业 
2019 年 12 月 29 日凌晨 5 点，寒

风凛冽，科右前旗供电公司配电作业

班班长包和平接到抢修电话，10 千伏

政府线变压器出现故障，要求及时检

修。10 千伏政府线是重要供电线路，

周边不仅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还包

括科右前旗政府及其他重要单位。 

考虑到 10 千伏政府线所带负荷

的重要性，带电作业班紧急奔赴现场，

开展10千伏政府线变压器更换作业。 

此时，室外气温已达到零下 24 摄

氏度，带电作业班员工穿着厚重的防护

服，在刺骨的寒风中更换变压器。员工

们严格按照带电作业要求规范施工，开

工前预演了施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

应急解决方案，经过一小时紧张、忙碌

操作，带电作业班安全、高效地完成了

带电作业任务。 

“这条线路担负着重要供电任务，

因是城镇集中区域，有很多居民和重

点工商户，还包括政府及其他企事业

单位，要是停电势必会影响客户生产

生活供电，给我们企业也会造成供电

损失。”配电带电作业班班长包和平

说。 

披星戴月 线路切改 
森发四季花城投运一台 500 千伏

安箱式变压器，10 千伏城东线负荷增

长过快，10 千伏新区线负荷较少，国网

科右前旗供电公司经研究决定 10 千

伏城东线武警分支切改到 10 千伏新

区线。 

1 月 4 日凌晨 1 点，公司新区供电

所、科右前旗富源电力承装有限责任

公司 30 名作业人员，顶着月亮到达 10

千伏城东线切改现场。切改所需施工

材料、金具、机械、人员、车辆均已准备

就绪，员工们身穿国网冬季工作服，头

戴安全帽，打开照明灯，规范有序地进

入施工技改现场。 

“10 千伏城东线武警分支如果切

改到 10 千伏新区线上将会严重影响

这两条线路的同期线损，所以必须在

系统内把 10 千伏城东线武警分支所

带的用户全部转移到 10 千伏新区线

中，这样两条 10 千伏线路同期线损才

能恢复正常。”现场施工负责人张毅

说。 

历时 4 个小时的紧张施工，凌晨 5

点整，顺利一次性合闸恢复送电。而

此时，一夜未眠“挑灯夜战”的员工们

疲惫而又欣慰地离开了切改现场。 

“我们利用凌晨电力负荷最轻时

段，专门抽调专业技术骨干员工，用最

短停电时间完成 10 千伏城东线武警

分支切改到 10 千伏新区线技改，与此

同时，检修人员对 10 千伏城东线武警

分支 01 号杆与 10 千伏新区线之间树

障进行了修剪。”公司现场负责人说。

挑灯夜战保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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