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冯玉燕 金颖慧）每天早上 8
点，突泉县永安镇永久村谢桂凤准时和
正在上学的儿子一起拿起手机上网课，
和儿子不同的是，谢桂凤上的是“农民夜
校”网课。

今年 36 岁的谢桂凤是永久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 在了解到永久村还有很多
和谢桂凤一样热爱厨艺、细心负责的妇
女有外出务工的想法后，永久村农民夜
校管理员李来霞四处奔走，联系到兴安
为众家政公司，免费为有需求的妇女进
行面点和月嫂相关技能培训。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家政公司的老
师每天上午 8 点到 12 点在线上进行授
课，第一天开课便吸引了 36 名像谢桂凤
一样对课程感兴趣的永久村妇女。

“以前我们出去打工只能做一些打扫
卫生、刷碗工作，现在通过农民夜校微课
堂，我不仅掌握了技术，考核合格后，家政
公司还能为我们免费联系雇主，工资比以
前翻倍不说，还不用费心到处找工作了。”
正忙着记笔记的谢桂凤感慨地说。

“农民夜校”微课堂上热闹的景象是
突泉县加大农民技能培训活动的缩影。

电视讲堂、农牧技术培训班、法律素
质宣讲、各种宣传展板、驻村第一书记和
各级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宣讲国家扶贫政
策……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姓的需求，就
是各级扶贫干部工作的努力方向。年初
以来，突泉县采取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施策方式，从科技培训到农技专家引入，
从政策解读到入户宣传，从倡导文明新
风到推行民主管理，一项项惠民之举犹
如和煦的春风吹进了百姓心田，把脱贫
技能送到老百姓“心坎儿”上。 

疫情期间，网络微课堂让老百姓居
家学技能，但在实体课堂上贫困户们也

同样受益匪浅。“最初没啥人来，现在
座位都不够。”敖牛村党支部书记王彦
一边介绍“农民夜校”授课教室，一边
自豪的说起“农民夜校”从冷清到红火
的变化。课堂上，驻村第一书记任鹏浩
正在教感兴趣的村民如何下载使用学
习强国 APP。来晚的村民只能搬个椅
子坐到后面，半个小时后，教室里座无
虚席。

“刚开始我也不懂啥叫‘农民夜校’，
有课程也从来不参加，村书记和镇干部
多次到我家向我说起‘农民夜校’的好
处，我就在去年 7 月听了一次关于母牛
生产的课程，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
由于发现及时我的‘扶贫牛’顺利地产
下了一头小牛犊，半年后就卖了一万多

元。”感受到“农民夜校”带来的实惠，
48 岁的贫困户赵玉良此后的课程从未缺
席，还成了“农民夜校”的“推广员”。

年初以来，结合疫情防控和老百姓
实际需求，永安镇“农民夜校”共开展学
习活动 116 次，课程覆盖全镇 15 个行政
村。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现在的家喻
户晓，永安镇“农民夜校”贴心掌握群众
需求，竭力把脱贫妙方送到贫困户心坎
儿上，越办越红火。

做到志智双扶，激发老百姓增收致
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突泉县结合产业
发展方向和脱贫需求，采取“农民夜校”、
送科技下乡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开
展种养殖实用技术推广培训，在技能和
产业上帮助有意愿致富但却苦于没有技
术的农户，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
心。截至目前，全县“农民夜校”覆盖
188 个行政村，课程库已有各类课题 400
余个，录制农民夜校电视讲堂 37 期，开
讲课程 2200 余节，20 万人次农民参训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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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绘美景
突泉县宝石镇宝城村一片绿油油的水稻田，

植株挺立水中，在夕阳的照射下形成一幅美丽的
乡村美景。据了解，宝石镇党委、政府积极探索产
业发展新模式，实施“扶贫 + 企业 + 贫困户”机

制，与帮扶企业鑫泰集团沟通协调，通过土地流转
的方式在宝城村流转 1000 亩土地实施水稻种植
项目，优化产业结构，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增加收
入。　　                                          赖志强  摄

发
挥
优
势  

相
互
促
进  

互
利
共
赢

蒙
东
地
区
首
届
用
能
电
气
化
清
洁
化
合
作
发
展
交
流
会

在
我
盟
召
开

本报讯（李健萍）7 月 27 日，为积极响
应国家“节约、清洁、安全”能源发展战略，
落实自治区推动生态发展、绿色发展有关
部署要求，促进用能电气化、清洁化，蒙东
地区首届用能电气化清洁化合作发展交流
会在乌兰浩特市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盟
委副书记、盟长奇巴图，国网蒙东电力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潘秀宝出席会议。
国网蒙东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成松、盟
行署副盟长刘树成分别致辞。自治区发改
委、能源局，呼伦贝尔、通辽、赤峰供电公
司，盟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 70 家电力
客户、30 家发电企业和 20 家厂商代表参
加会议。

刘树成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兴安盟正
处于推动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
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最大潜力和后发优势。国网蒙东电
力公司在兴安盟举办首届用能电气化、清
洁化合作发展交流会，既是推进能源生产
和消费方式变革、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具体体现，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指示精神、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全盟上下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传承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围绕打造电力洼地，加快发展清洁
能源产业，积极推动用能电气化、清洁化，
优化用能结构调整，促进资源优势转变为
经济优势。在推进乡村振兴、企业转型升
级、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公交运营、旅游景
区提升等方面与国网蒙东电力公司协调联
动，共同推动兴安盟在用能电气化、清洁化
走在全区前列，使这项利国利民的用能举
措向更深更广领域不断延伸拓展。

张成松在致辞中指出，此次交流会旨
在大力推进电能替代、清洁替代，宣传推广
新用能技术，增进智慧用能产业链企业与
科研机构交流合作，促进用能电气化、清洁
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助力蒙东地区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国网蒙东电力公司将联合兴安盟委、
行署，积极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在
兴安盟地区居民供暖、农畜产品加工、交通
运输、餐饮服务、办公楼宇等重要领域建设
若干用能电气化、清洁化项目，提供质优价
廉的综合能源服务。

交流会上，兴安盟行政公署与国网蒙
东电力有限公司共同发出《用能电气化清
洁化倡议书》，并签署《用能电气化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用能电气化各个技术领域
7 位行业专家分享讲解用能电气化清洁化
相关政策、用能电气化应用领域及相关技
术、电能替代典型技术及案例，并举办现场
观摩活动。

兴安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7 月 22 日以来，辽宁省大连市出

现了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传染
链已扩散至东北三省的鞍山、鹤岗、海
伦、长春、四平、铁岭等多个城市。我
盟与东北三省毗邻，人员往来频繁，疫
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为精准做好全
盟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所有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进
入我盟人员，必须第一时间向所在社
区（嘎查村）及单位报告，并每日主动
申报个人健康情况。对缓报、瞒报、
谎报入境信息或拒不配合疫情防控措
施、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依法

追究相关责任。
二、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进入我

盟人员，凡持有前 7 日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 7 日内核酸检
测阴性信息健康通行码的，在体温正
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
序流动。无法提供上述核酸检测阴性
信息的，由属地政府负责立即集中隔
离，24 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解除隔离，在做好个人防护
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

三、近 14 日 内，从 大 连 市 返（来）
盟人员，须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
屯）和单位登记报备，未进行核酸检测

的，由社区（村屯）及时组织进行核酸
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检测结果出来
前建议居家隔离，检测结果阴性者在
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
自由有序流动。对确诊患者或无症状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一律采取“14
天居家隔离 + 两次核酸检测”管控措
施，隔离期间每日向所在社区或单位
报告健康状况。

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商
场、酒店、景区、影院、KTV、网吧等人
员密集场所和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
服务场所 , 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整治、
消毒、通风和测温、扫码等防控措施。

要加强对大型活动及婚宴、学生宴等
宴席活动的管理，严格落实举办者、承
办者责任，切实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五、建议广大居民近期尽量不要
前往发生疫情地区，避免感染风险。
日常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
不聚集等必要的防护措施，如出现发
热、呼吸道感染及其他可疑症状应当
及时就医。

六、请广大居民积极支持配合疫
情防控工作，如发现有违反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的问题和现象，及时向所在
派出所、社区（嘎查村）报告。

    2020 年 7 月 27 日

突泉县：把脱贫技能送到老百姓“心坎儿”上

杨伟东在我盟调研时强调

深入学习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本报讯（记者 于舰勐）7 月 27 日至

28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
伟东深入我盟扎赉特旗等地，围绕学习
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等进行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
实“五个抓好”基本要求，不断提高党的
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

杨伟东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发挥
组织优势，扎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促乡村振兴。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选优配强带头人队伍，因地制宜
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驻村工作队
要咬定目标、担当尽责，以钉钉子精神盯
紧抓实帮扶工作。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形成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杨伟东强调，要着眼抓好党的组织
体系建设，坚持“五化协同、大抓基层”，

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
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建好管好用好党群服
务中心，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
理重心下移，构建形成党组织领导的共
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

盟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折喜文，盟政
协副主席、扎赉特旗委书记姜天虎陪同
调研。

《六山六水看兴安——
“宝格达山·归流河纪行”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