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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人大工委执法检查组
到阿市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

本报讯（包玉莲）6 月 18 日至 19 日，

盟人大工委副主任佟布林带领部分自治

区人大代表、工委委员到阿尔山市，深入

中蒙边境黄羊迁徙通道、候鸟迁徙地、二

道河子养鹿场等地，就野生动物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检查组强调，一是要加强宣传普及力

度，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狩猎、

经营、食用野生动物的不良风气，形成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二是要严厉打击非法猎

捕、非法交易、非法饲养、非法食用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等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

活动，坚决把野生动物和栖息地保护好。三

是要规范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进一步强

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能力，切实提

高野生动物保护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帮贫困户卖菜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黄家店嘎查

建档立卡贫困户武佰臣家的第一批西红

柿成熟了，却面临销售难。武佰臣是乌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帮扶对象，6

月 16 日一大早，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就来到武佰臣家中，

帮忙采摘并销售出西红柿 400 余斤。据

了解，自去年该局帮扶武佰臣以来，已先

后帮助他销售了两批西红柿 600 余斤，销

售芹菜 400 余斤。                   常桂萍  摄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我愿同两位主席保持密

切沟通，推进中欧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

推动中欧关系迈上新台阶。 

米歇尔和冯德莱恩表示，欧中作为世

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关系充满活力。当前

世界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只有国际合作才

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只有对话协商才能解

决矛盾冲突，消除地区不稳定。欧方愿本

着坦诚的态度，同中方开展战略对话，扩

大共识。欧方愿同中方就疫苗研发、复工

复产加强合作，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推动

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广泛领域合作取得

更多进展，尽快达成欧中投资协定，为尽

早克服疫情影响、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作出

努力。欧方坚持多边主义，愿同中方在联

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

内就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

展、对非三方合作等重大问题加强协调合

作。欧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欧中商

定的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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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本人王树国购买青
贮 收 获 机 一 台，大 架
号：Q2019005，车牌号：
22·40519，因个人原因
退机，申请销户，特此
公告。

遗失声明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152221MA0M
WTMA2Y，名称：科右
前旗东起种植专业合
作社，法定代表人：苏
孝东，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姚玉惠不慎将土地
证丢失，地号：352-12-
48，住址：榆树嘎查，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道路货物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丢失，证号：1522011981
03264518，特此声明。

郭耀辉

遗失声明
    不慎将房产证书丢
失，权利人：曹立阁、苏
斯泰汉，坐落：乌兰浩
特市胜利街【4-6-75-
1】，产权证号：11003090
583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房产证书丢
失，权利人：曹立阁、苏
斯泰汉，坐落：乌兰浩特
市胜利街办事处 1- 商
业 -18【4-6-67-18】，
产权证号：11003090681
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突泉县子豪
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名章丢失，法定代表人：
任志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 慎 将 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丢 失，纳
税 人 名 称：乌 兰 浩 特
市 典 雅 女 人 行，法 定
代 表 人（负 责 人）：王
丽春，证号：内国税字
152201670204204 号，
特此声明。

声明作废
    马萨如拉不慎将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150153170, 性 别：女，
出 生 时 间：2016 年 04
月 11 日，出生地点：内
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医疗机构名称：
科右中旗蒙医院，母亲
姓名：葵花，父亲姓名：
马布仁白拉，特此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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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鑫盛货运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6 月 3 日股东会决议，突泉县鑫盛货运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

突泉县鑫盛货运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4 日

广告

出售酒店
因本人急需资金，现低价出售位于北建材市场酒店 2000 平方米，价格

面议！

还有部分门市房同时低价出售。

联系人：丛先生    联系电话：13354829272

公主陵牧场：“田 + 畜”舍饲养殖助推乡村振兴
□刘风华

随着农业大型机械作业的展开，职

工群众从事田间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

部分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兴安农垦集

团公主陵牧场职工群众不断拓宽致富

思路，形成“田 + 畜”等产业模式，推动

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笔者走进公主陵牧场第五

生产连队，一群悠闲自在的毛驴吸引

了笔者的注意，原来这是第五生产连

队康领小家养的毛驴。“加入合作社

后，去地里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饲养毛驴有很

多优势，而且占用的劳动时间比较少。

2017 年，我们夫妻二人投入 20 多万元

购买了 20 多头毛驴开始养殖。”康领

小说。现在，康领小家的“驴队伍”已

发展到 49 头，她告诉笔者，现在毛驴

市场行情好，每年在养殖上就能收入

8 万多元。今年将会有 16 头新生小毛

驴，又为家里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

钱包鼓了，小日子火了，康领小

不忘身边的姐妹，每到闲暇时间，都

会给大家讲解自己的养殖方法和经

验，在她的示范带动下，公主陵牧场

第五生产连队 3 户妇女也走上了养

驴致富之路。

我盟举办助力“两米两牛”企业人才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实习记者 腾淼鑫）6 月

23 日，由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盟农牧局主办的兴安盟助力“两米两

牛”企业人才专场招聘会在盟就业局

民生大厦广场举行。

本次专场招聘会是贯彻落实盟

委、行署“两袋米、两头牛”重要指示

精神并针对复工复产企业招工难这

一现状举办的。盟就业局为筹备此

次招聘会，与重点企业进行前期对接

并采集企业紧缺岗位信息，精心挑选

组织盟内优质农牧业和畜牧业企业，

推出热点企业和热招职位，为求职人

员和复工企业“牵线搭桥”。持续推

进复工复产，做到重点项目应复尽

复、员工返岗时刻不停，并通过产业

链拉动来带动就业。

为全力提升招聘会实效，招聘会

除提供就业岗位，盟就业局还在招聘

会现场设置了专门的简历填写登记处

和政策咨询服务区，对高校毕业生现

场进行针对性指导，重点推荐工作，并

为求职者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就

业维权现场咨询等就业服务。招聘现

场还设置了 8 台“兴安打工直通车”

服务平台终端设备，方便求职者登陆

线上求职。此次招聘会吸引了 36 家

企业，共发布了 452 个岗位，500 余名

求职者到现场，涉及应往届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就业群

体，企业现场收到简历 105 份，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 54 人次，共发放宣传资料

600 余份。

“为提高供需匹配，我们本次招聘

主要针对青年和应往届大学生，并与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和农

牧林学与生物工程系进行了精准对

接，让应往届大学毕业生了解当前的

就业环境，通过招聘会挖掘本土优秀

人才、返乡回流大学生务工人员，争

取为他们提供更多合适的岗位。”据

盟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招聘会植

入了产品展示区，有 10 家企业进行

产品展示，允许企业在招聘人才的同

时，增加对企业技术、文化的展示和

产品的销售，让应聘人员了解企业的

产品成果，感受盟内企业的实力和魅

力。

在招聘会结束后，盟就业局将通

过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做好后续跟踪

服务，根据收集到的个人求职入网登

记表和用工单位招聘情况反馈表，摸

清盟内求职者的就业意向和企业用

工需求，紧盯市场需求稳就业，持续

为用工单位劳动者就业提供更好的

服务。

——千村千户脱贫故事

刘振香：从前借房住  今日稳脱贫
□贾志刚

走进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大

窝堡村，庄美村净，每日为它“梳妆”

的人便是刘振香夫妻俩。村书记赵

丽娟说，他们就是要采访的脱贫典型

户。一踏进院门，刘振香就满面笑容

迎了出来，这和笔者想象中贫困户的

形象不尽相同。

刘振香一家 4 口人，丈夫李福华

因患强直性脊柱炎丧失了劳动能力。

叔公李忠山 69 岁，患老年痴呆症。女

儿在上大学，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刘振香眼里噙着泪花。这泪花里饱

含了她为摆脱贫困做出的努力。

2000 年，刘振香夫妻俩与公公婆

婆分家另过，居无一间房，住无一片瓦。

刚刚出生 20 多天的女儿和他们一起借

住在他人的房子里，没想到，这一借就

是 10 年。期间，李福华患上了强直性

脊柱炎，丧失了劳动能力。这场病几乎

成了“灭顶之灾”，借钱度日的生活压

得刘振香喘不过气来。生活得继续，可

没有房子怎么也不是办法，最后，刘振

香求助亲朋好友、赊欠建筑材料，在左

邻右舍的帮助下，建起了 70 平方米的

新房，一家人有了“新家”。如何还上

欠的债，如何摆脱贫困，刘振香想了很

多办法，但种地、打工都没有扭转家里

的困顿窘境。“要不是政府帮助，可真

是‘没活路’了！”无论何时说起政府

帮助自己家脱贫的事儿，刘振香都特别

激动。

2016 年，刘振香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从此后，“一户一策”的

精准扶贫政策就如春风般吹进家门。

签约医生第一脚迈进了家门，李福华

的病随时都有村医上门随访、监测，

小病不出家门就得到医治。3 万元产

业扶贫资金“款款而来”，40 只“扶贫

羊”叩开了幸福大门，连续两年养殖

已发展到 70 只。最让夫妻俩开心的

是，守了半辈子土地的人在家门口当

上了工人，1.2 万元的公益岗位工资

让他们旱涝保收；上大学的女儿享受

到了 4 万元的教育扶贫政策……刘

振香一家人均收入由 2016 年的 2380

元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4670.36 元，跨

过贫困线实现了稳定脱贫。

“我算了一下，这几十只羊好好养

的话，一年可以收入万把块，加上清

洁工的工资，这以后的日子就有盼头

儿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只要肯

干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刘振香说

这话特别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