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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你进行时  我帮你办实事

 “码”上出行 服务“零距离”
——前旗兴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为百姓出行提供方便

□白萨日娜

随着手机扫码支付在各个领域的不
断普及，身上带现金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在乘坐公交车时所需的一元人民币也难
倒了不少人。为解决该困境，9 月 1 日起，
科右前旗公交车上可以电子支付。

为感受电子支付给乘客带来的方
便，近日，笔者来到科右前旗的公交站
台实地感受了一下。家住教师住宅园区
的孙士童，跟当下很多年轻人一样，习
惯了“手机在手遍行天下”的生活。由
于不能使用手机支付，在乘坐公交车时
常存在换现金的难题，听到科右前旗兴
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开启微信支付坐
公交车这个事后，孙士童高兴地说：“我
每天都坐公交车上班，总需要找地方换

零钱，非常不方便，现在可以电子支付
真是太方便了，再也不用担心没有零钱
就不能坐公交车了。”

据悉，为推动智慧公交建设，为居民
出行提供方便，经前旗兴城公交有限责
任公司多方协调，目前，在科右前旗城
区运行的环 1 路、20 路、21 路、22 路、23
路等 36 辆公交车，在保留投币购票的
基础上，已实现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扫
码及银行卡刷卡电子支付服务功能。

近年来，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能力，前
旗兴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多项惠
民举措，做好“惠民公交”文章，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调研
了解，居民差异化、多样化出行的需求，
为有需求的群众开通定制公交线路，不
断扩大公交覆盖面，开设环一线并延伸

线路至大坝沟镇，增设站点包括大坝沟
镇远征村部、中成泵业、大坝沟镇政府、
稷丰粮库、西山粮库、小二楼、兽医门
诊、大坝沟镇村部、镇小学、镇中学、镇
卫生院、铁塔等，运营时长由 35 分钟延
长为 50 分钟，进一步优化了科右前旗
公交线网，方便了群众出行，填补了乡
镇公交盲区。

在科右前旗兴城公交有限责任公
司，前来办理优惠乘车卡的老年人络绎
不绝，工作人员忙着对各项流程进行认
真核对，并耐心细致地告知老年人用卡
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为切实做好老
年人优惠乘车工作，让更多老年朋友享
受到国家优惠政策，该公司向 65 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乘车待遇，进一
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乘客的认可和赞扬是对公交公司
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公司将继续增强服
务意识，发扬甘于奉献的精神，一如既
往地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交通
服务。今后，我公司将在智慧公交、无
障碍公交、定制公交等领域发力，为建
设人民满意的城市公共交通做出应有
的贡献。”前旗兴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
工会主席崔志勇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前旗兴
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不断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践行恪尽
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
守“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公共出行服
务”的使命担当，用心用情用力把好事
办实，把实事办好，切实提高居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阿市林海街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反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刁琳琳）为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有效提
升辖区居民反诈防诈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近日，阿尔
山市林海街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伊尔施边境派出所开展
反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网格员和辖区民警在各小区和沿街商铺发
放防诈骗宣传材料，并结合近期诈骗实例，从各类骗术
的特点、易骗群体、受骗原因及防范注意事项等方面，详
细讲解常见防范知识，提醒大家不要在网上透露个人信
息、不点开不明链接，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等，切实提高居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同时，指导大家
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软件，筑牢防范诈骗违
法犯罪的坚固屏障。

突泉县疾控中心
送知识进乡村

本报讯（朱丹）近日，突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
工作人员深入突泉县九龙乡长春岭村、水泉镇联合村、
六户镇同心村、突泉镇平原村、九龙乡新风村，开展性
病、艾滋病、丙肝、布病防控知识宣传活动，以提高群众
防控知识知晓率，

活动中，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性病、艾滋病、丙肝和
新冠肺炎防控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在日常饲养牲畜中
预防布病，并对职业人群进行布病检测。活动深受村民
的喜欢，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宣传共发放学生预防艾滋病手册 1500 册、艾
滋病男性防病须知手册 1500 册、艾滋病女性防病须知
手册 1500 册、梅毒和丙肝宣传折页 5000 张、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宣传手册 1500 册、布鲁氏菌病防治知识问答
1500 册、布病干预包 1500 个，并开展布病监测 240 人。

内蒙古公投兴安分公司
哈日诺尔收费所
助力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刘磊）近日，内蒙古公投兴安分公司哈日诺
尔收费所党支部积极组织青年职工参与疫苗接种志愿
服务工作，全面助力乌兰浩特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顺利进行。

在兴安盟体院馆内，志愿们身穿红色马甲、佩戴党
徽团徽，值守在疫苗接种点现场排队区、登记区、接种
区、留观区等区域，耐心引导市民有序排队，协助医护人
员发放接种表格，开展疑问解答、接种登记、留观提醒、
疏导人流等志愿服务工作，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服务窗口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有这些补贴

对毕业学年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
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特困人员中
的高校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以
及残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
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所在学校申请求职创业补贴，向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或享受低保、身有残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贫困残疾
人家庭、特困救助供养）证明材料、学籍证明复印件等。

申请材料经毕业生所在学校初审和公示，报当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将补贴资金支付到毕业生
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职业培训补贴
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给予一定标准的
职业培训补贴。

参加培训的高校毕业生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包括身份证、《就业创业证》、《就
业失业登记证》、社会保障卡，政策申办对象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其一提供即可）原件或复印件、培训机构开具的税
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等材料。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审核后，将培训补贴支付到申请者本人社会保
障卡银行账户或个人信用账户。

社会保险补贴
对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
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 2/3，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

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原件或复印件、灵活就业证明
材料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将补贴资金支
付到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由申请者自主选择）。

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

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1 年以
上的离校 2 年内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补贴标准和申领流程由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财政部门确定。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当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咨询了解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申请最高 20 万元创业担保

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
业的，贷款额度可适当提高。贷款由财政部门按相关规
定贴息。对个人申请 10 万元以下创业担保贷款，免除反
担保要求。                   （稿件摘自人社内蒙古官方微信）

李春贤：服务居民永远在路上
□记者 王萍

她，是一位勤于勉励的女人，穿梭在社区的
大街小巷；她，是一位以身作则的社区党委副书
记，永远走在群众的前面，起着带头作用；她，以
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坚守初心、一心为民，
被居民们称之为贴心人。她就是科右前旗党群
服务中心碧桂园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春贤。

岁月荏苒，在基层扎根 10 年，李春贤笑称她
的青春都献给了社区，但从未觉得后悔。2011 年，
满怀热情和信心的李春贤踏上社区工作者的岗
位，对她来说，能像老党员父亲一样为社区居民
做些实事，最有成就感。2013 年，李春贤正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她的为民服务之路。

社区工作者做起事来要有一股冲劲。曾经
的李春贤是一位腼腆害羞的人，不善言辞的她，
自从开始了社区工作后，便有了转变。2012 年
9 月末，刚刚开始社区工作不久的李春贤在一
次入户时发现，兴安盟碧桂园小区的一位居民
斯琴格日乐家中有一个过了入学年龄却未入
学的小孙子。经过了解，斯琴格日乐的小孙子
跟随其在前旗打工的父母从科右中旗搬家至前
旗。由于当时前旗的学校已经开学，错过了入
学的时间，斯琴格日乐老两口正在家里发愁。
李春贤便直接找到前旗第二小学，说明了斯琴
格日乐老人小孙子的情况后，在该校相关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小朋友顺利入了学。当斯琴格

日乐老人拉着李春贤的手感激地直流眼泪时，
李春贤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所说的帮助人的快
乐。

社 区 工 作 者 要 有 一 双 发 现 事 情 的 眼 睛。
2011 年，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李春贤在入户走访时
发现，居住在碧桂园社区内的黄向忠一家生活十
分拮据。屋内没有像样的家具，老两口衣着也十
分朴素。经过了解，黄向忠的妻子患有尿毒症，
需要常年进行透析，病痛的折磨、经济的压力让
这个家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李春贤便积极上
门帮助黄向忠夫妻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同时，
还积极为夫妻二人寻找帮扶单位对老两口进行
帮扶。黄向忠妻子透析的时候，李春贤也常打电
话关心。“人家只是社区工作者，对我家的关心
一点也不少。”黄向忠激动地说。但是对于李春
贤，社区百姓的事就是她的事，走在街上很多人
笑着跟她打招呼时的成就感，牙牙学语的儿童伸
出双手让她抱抱时的温暖感，老人们摸着她的头
拉着她的手把她当闺女时的亲切感，才是工作对
她最美好的回馈。

当问到是什么让她能坚守在基层岗位十多
年如一日时，李春贤笑着说是，感情，是多年工作
与社区居民结下的深厚感情。“艾青在一首诗里
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这就是我想说的话，我爱社区这
份工作。居民的爱让我感动，虽然工作辛苦，但
我始终甘之如饴。”李春贤说。

一村一品
近日，记者走进乌兰浩特

市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明星
村设施农业园区，放眼望去，
整齐划一的大棚惹人注目。
在村民张成楼家的大棚里，一
串串诱人的葡萄挂满藤架，穿
行于葡萄架之间，甜蜜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近两年，园区牢牢把握
“精准、高效、休闲、观光”现
代农业发展定位，紧盯市场需
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真正
实现“一村一品”的经济效益，
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也鼓
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农业提
质增效、百姓增收致富再上新
台阶。      记者 萨其茹拉 摄

肉兔养殖
9 月 6 日，记 者 走 进

位于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
乡民泉村的科右前旗正源
养殖专业合作社肉兔养殖
厂房，只见一排排兔笼干
净整洁，刚出生不久的兔
崽儿正在吃着美味的“午
餐”。

据悉，该合作社成立
于 2019 年，目前存栏肉兔
2000 余 只。 按 照 一 只 母
兔每年能产 8 窝仔兔，每
窝能产 7 只到 10 只计算，
肉兔养殖预计每年能为合
作社带来近 50 万元的收
入。          记者 王萍  摄

“蚓”出来的新路子
□记者 王萍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村的土地里不是种植着粮食就是到处
都是瓜果满枝头的繁荣景象。可是走进位于科右前旗察尔森
镇白音扎拉嘎嘎查的科右前旗民富浩通种养殖合作社蚯蚓养
殖基地，却没有一丁点儿粮食、果蔬的身影，只有一垄一垄的长
条状的土埂。见到记者满脸疑惑，白音扎拉嘎嘎查党支部书记
陈那音台笑着扒开土堆，一群鲜活的蚯蚓在里面蠕动。“别看
他们丑，但是却是增加集体经济的‘法宝’。”陈那音台笑着说。

提起小蚯蚓，人们总觉得没什么新鲜的，可科右前旗民富
浩通种养殖合作社却把它们当成了土地里的“小金条”。正在
合作社给蚯蚓施肥的海平介绍说，只要掌握好蚯蚓养殖技巧，
按时浇水、施肥，蚯蚓就能繁殖得好。

据悉，人工养殖蚯蚓是一项新兴的养殖项目，具有养殖方
法简单、繁殖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等特点，一年可以繁殖 4 至 5
茬，每平方米预计生产 4 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为每斤 6 元，收
入可观。蚯蚓浑身是宝，养殖的饲料主要为牛粪，经过消化排
泄，转化为蚯蚓粪，蚯蚓粪无异味、干净卫生，是具有极高市场
价值的有机肥，每立方米有机肥预计能够卖出 260 元左右。今
年民富浩通种养殖合作社共养殖了 300 平方米的蚯蚓，按照每
平方米生产 4 斤计算，一茬蚯蚓预计能够收入 7200 元左右。

“为了合理处理我们镇的剩余牛粪，更好地发展集体经济，
经过考察，最终确定了人工养殖蚯蚓这个项目。这些小蚯蚓可
都是‘软黄金’，市场上供不应求，同时，蚯蚓养殖还能够从多
个方面增加收入。”察尔森镇副镇长刘静波说。

现如今，小蚯蚓早已经以保底价格 5 元的订单形式被“预
约”出去。为进一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该合作社计划明年新
建 750 平方米的新厂房，用于晾晒蚯蚓，并扩大蚯蚓养殖面积。

“串”出来的产业经
□赵雨喆

蓝天下，一片金黄，科右前旗绿水种畜繁育中心万亩小麦
相继成熟，收获现场一派繁忙，麦农们正在抢抓天气晴好的有
利时机，组织机械、人力投入小麦收割中，新麦的芬芳在飘荡，
收获的味道充盈心间。

前旗绿水种畜繁育中心哈日白辛嘎查村民李连江兴奋得
拿起麦穗闻了又闻，自从与内蒙古北峰岭面粉加工有限公司签
了订单后，手里的小麦不仅在家门口解决销售难题，还成了市
场上的“抢手货”，每亩增加收入 2200 元。600 户和李连江一样
的麦农与公司签订种植订单面积达 15 万亩，户均增收 2000 元。

丰收的季节，在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农户院中“一
亩三分地”变成了“聚宝盆”，秋黄瓜、红柿子、小药材，鸡、鸭、
鹅等等，950 份“私人订单”按季按时送到购买者的餐桌，销售
额达到 145 余万元，纯收入达 30 万元，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村民王红竖起大拇指介绍到，她家庭院今年种了粘玉米，收入
5000 余元，玉米收割之后，庭院里还能再种一茬青菜，届时又是
一笔不少的收入。

产业引领天地宽，同样是增收致富，前旗大石寨镇的村民
们却走上不一样的路。他们叫响了“林果小镇”名号，小沙果“串
起”了乡村振兴产业富民梦。靠着小林果脱贫的村民王金财更
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我都 60 多岁了，干不动重农活，栽点果树
不费功不费力的，年收入有 3 万多元呢，养老费不用愁了。”王
金财把坡上的那片地称之为“养老银行”，果树生长期要 15 年
左右，5、6 亩林果地年年收入有增加，老两口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

在前旗，像李连江、王红、王金财一样，靠着产业发展走上
致富的农牧民还有很多。2021 年上半年，前旗在充分巩固脱贫
成果、绝不发生规模性致贫、返贫的基础上，逐步将工作重心向
乡村振兴转移。在发展产业方面，实施项目共计 21 个，总投资
2616 万元。主要围绕特色种植、养殖，壮大集体经济项目 18 个、
进一步扩大了 11 个苏木乡镇、22 个嘎查村农户庭院经济覆盖
面，栽植果树 1.9 万棵、建设草业储备库 1 处、9000 平方米，一
条条产业路串起了广大农牧民的“富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