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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暨兴安盟那达慕 8 月 8 日至 8 月 15 日在科右前旗举办 

兴安盟新跨越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

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

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

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把干部的精气神提振起来
好作风是战斗力，敢担当是推动

力，善作为是凝聚力。干部干事的状
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业呈现的状
态。

内蒙古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好的，
但是部分干部身上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最误事的就是不担当不作为：有
的工作不在状态，没有时间观念，
做事总是拖拖拉拉；有的奉行“佛
系”“躺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不推不动、推一推动一动；有的做事
不精细，大大咧咧、毛毛躁躁，抓经济
上项目不会算账、不讲效益；有的抓
工作浮在面上，热衷于搞那些华而不
实的东西，看似忙得“热火朝天”，实
则虚张声势、劳而无功；有的一事当
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干好，而是怎
么避责，能躲就躲、能推就推。

当前，内蒙古正处在转型发展的
关键时期，做好各方面工作，重要而紧

迫的是把干部的精气神提振起来，营
造放手干事创业的环境，让大家能够
轻装上阵、敢于冲锋陷阵。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关键是在重点环节上多出
实招、务求实效，引导各级干部求实务
实，争分夺秒、只争朝夕地干事创业。

奖罚要分明，对优秀的、模范的干
部，大力褒扬、大胆选用；对不担当不
作为的干部，让他挪地腾位；对弄虚作
假、明知故犯、坑害百姓甚至是贪赃枉
法的干部，必须加倍严惩。见人见事
地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应容必容、能容
尽容，健全澄清保护机制，坚决防止问
责泛化和加码式问责。设身处地为干
部着想，把干部应该享有的待遇保障
好。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装样
子、喊口号、做表面文章，严控开会、发
文、督察、检查数量，最大限度为基层
减负松绑。       （原载《内蒙古日报》）

从“黄金奶源”到“结实奶罐”
——兴安盟全力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特约记者  高敏娜  本报记者  刘也 
    
7 月 28 日，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现

代牧业 3 万头标准化牧场建设项目开工
仪式上，各类大型机械纷纷入场，工人有
序着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项目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达 8.4 亿元，占地 3066.79
亩，项目建成后预计日供原奶达 600 吨
以上，可直接带动就业人数 600 人。”乌
兰浩特市农科局副局长李磊介绍说。　 

今年，兴安盟全力落实奶业九条政
策措施，大力推进奶业振兴工作，谋划实
施了突泉县绿丰泉光辉 1 万头牧场、科
右前旗修刚 1.2 万头牧场、乌兰浩特市现
代牧业 3 万头标准化牧场共 3 个万头奶
牛养殖牧场项目。随着乌兰浩特市项目
的正式启动，兴安盟 2022 年谋划实施的
3 座万头奶牛养殖牧场项目全部开工，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生鲜乳33万余吨。 
“我盟把奶源基地建设作为推动奶

业振兴的基础保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
撬动等措施，加快规模化牧场建设，推动
奶牛数量快速增长。”兴安盟奶产业链链
长、盟行署副盟长屈振年表示，2019 年以
来，兴安盟与伊利集团合作实施的 4 座
万头牧场已经全部运营投产，奶牛存栏
达到 3.7 万头，日产鲜奶量超过 340 吨。 

兴安盟地处北纬 46 度黄金奶源带，
水质、土壤、空气优良，牧草资源丰富，
1895 万亩黑土地、3918 万亩优质牧场，
具有发展奶牛养殖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兴安盟深入贯彻国家、自治区奶
业振兴战略部署，把奶产业链确定为 20
个重点产业链之一，利用黄金奶源的资
源优势，通过改造提升中小规模养殖场、
培育壮大乳品加工企业，以推进生产加

工销售一体化为目标，积极扶持培育奶
源基地，加快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将兴安
盟打造成为高端奶源基地。截至 2022
年牧业年度，兴安盟奶牛存栏达到 14.3
万头，同比 2021 年增长 28.1%。 

走进兴安盟呼和马场中利牧业 2.5
万头优质奶牛养殖牧场，记者看到，一排
排标准化牛舍安装了高标准通风、控温、
清洁系统，现代化挤奶大厅内上百头奶
牛通过全自动转盘式挤奶机集体挤奶，
很是壮观。 

作为兴安盟万头奶牛养殖牧场智能
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利牧业 2.5
万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是目前自治区单
体最大的标准化奶牛养殖项目。 

“我们的牧场由科右前旗、伊利集
团、中博农公司三方共同建设，规划养殖
规模 2.5 万头，目前奶牛存栏头数已超

1.2 万头，日产鲜奶 120 吨。”中博农牧业
副总经理王阿木古冷介绍，立足为养而
种、种养结合、生态循环，中利牧业培育
形成了从饲草种植、草料加工、鲜奶配送
到生物肥有机转化的绿色农牧业循环产
业链条。 

打造高端奶源基地，离不开高端优
质奶牛的育种、繁育。2021 年 12 月 28 日，
前海科技中博农胚胎生产实验室在兴安
盟科右前旗落成揭牌，填补了当地奶牛
产业科技试验基地的空白，为推动兴安
盟高产奶牛育种、繁育、改良转型升级和
打造高端奶源基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这几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牧
场内采集卵子。我们通过创立胚胎实验
室，加快优质奶牛繁育效率，提升牧场
整体效益，告别过去以数量换产量的模
式，                                 （下转第四版）

亮出青春最美底色
7 月 25 日至 8 月 3 日，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直属队来到乌兰浩特市，开展以“喜
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成员们走访慰问老党员，听老党员讲故事；
参观“一馆三址”，重温入团誓词。随后，又来到田间地头，
深入街头巷尾，
开 展 防 范 养 老
诈骗宣传、防溺
水 安 全 教 育 等
一 系 列 志 愿 服
务活动。此外，
还开展了“点亮
微心愿 助力微
梦想”陪伴留守
儿童活动。

欣闻  摄

“五立一改”  兴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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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天宇

整齐划一的庭院，宽阔干净的街道，扎赉特旗音德尔
镇长发村呈现出一幅新农村的美丽画卷。

看着如今的景象，谁又能想到曾经的长发村街头巷尾
垃圾随处可见，道路是没有排水沟的泥土路，“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从昔日的“问题村”
蝶变成为“自治区级文明村镇”，这天翻地覆的变化，得益
于一个俯身实干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晓辉。

2018 年，李晓辉任长发村党支部书记，他挑起担子，
快速进入“新角色”，铆足干劲为村民干实事、干好事。当
年，长发村党支部被评为全盟脱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
2020 年，村党支部被评为兴安盟先进基层党组织。

长发村村民秦启林夫妇家里土地少，加之年龄较大，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2016 年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李晓辉了解到秦启林的家庭情况后，利用扶贫资金帮他在
庭院里养殖鸽子、肉鸡，种植大葱、剁椒，当年纯收入达到
1.2 万元。同时，又将秦启林聘为长发村的清洁员，负责村
里道路的清洁工作，每月有 500 元的补贴，年收入又增加
6000 元。秦启林夫妻二人通过努力，年收入达到 3 万余元，
于 2019 年彻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被评为了“最美
家庭户”“庭院经济示范户”。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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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阳

“李友，这个墙原本就是我家的。”“老大哥，村上打地的
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笔者见到突泉县九龙乡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友时，他
正忙着帮村民调解院墙纠纷的事儿。黝黑的皮肤，嘶哑的嗓
音，此时的他已经连续三四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这边
的纠纷还未调解好，那边又来了一拨找李友帮忙的村民。

两个月前因突发脑溢血的村民刘兴友，此时已卧床不
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刘景富听说住院可以二次报销，便来
到村上找李友答疑解惑。“我们村民有啥事都愿意找李书
记，李书记能办的，都不用我们自己去跑，直接就给解决
了。”刘景富说。 

“老百姓要是没有困难，也不能找咱们。老百姓选咱
们当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这是李友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走在十家子村的村头巷尾，只要你去打听村书记干得好
不好，村民们没有一个不拍手称赞的。 

2015 年，李友竞选为村委会主任，2021 年竞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友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和
生活中处处留心、处处用心。                           （下转第四版）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以人才振兴之“基”架起乡村振兴之“桥”
——乌兰浩特市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王晓西

乡村振兴，人才为先。近年来，乌兰
浩特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在人才
选派、培养、用好上下功夫，引导各类主
体和各类人才向乡村振兴一线集结，以
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整合部门资源，架起各类主体助力
乡村振兴“连接桥”

乌兰浩特市将乡村人才振兴工作
纳入人才工作考核细则，推动各部门单
位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抓细抓实抓落地。

在开展“企业兴乡”项目认领活动时，
筛选就业和产业发展关联性高、带动力
强、帮扶意愿强的 73 家企业、5 家商协
会与嘎查村结对，实现全市 61 个嘎查
村结对帮扶全覆盖；积极发挥扶贫龙头
企业作用，通过订单收购、产业帮扶等
形式带动脱贫户 302 户、720 人，并采取
村集体入股分红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10 万元，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组织“返

家乡”大学实习生、志愿者及基层团干
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普法宣传等方面
志愿服务活动，激发青春能量助力乡村
振兴；依托公共法律服务点，实现律师
进村（社区）工作全覆盖，无偿将法律服
务送户进家。

坚持内培外引，打造乡村人才振兴
“立交桥”

盟、市两级共选派驻村工作队 62 个、

驻村第一书记 62 人、驻村工作队员 58
人，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127 名嘎
查村党组织书记、第一书记、乡土人才、
在村任职选调生参加了乌兰浩特市举办
的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乌
兰浩特市依托镇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与各镇、农业园区乡土人才孵化中心联
合，定期开展送电商技能下乡培训活动，
着力培养农村电商人才。截至目前，共
开展农村电商技能培训 18 期，累计培训
1752 人次，技能培训活动深受老百姓欢
迎。                                （下转第四版）

兴安盟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讲堂
举办第十三期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温亮）8 月 4 日，兴
安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大讲堂举办第十三期专题讲座。

讲座邀请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贾伟，以《新时代文
创的产品观与营销法》为题，从产品
的价值观、用户观以及文创产品设
计的 IP 化思维、场景思维、美学思维
等方面作专题讲座。讲座内容丰富、
案例鲜活，为我们转变观念、更新理
念，推动兴安盟文创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对提升兴安盟

文化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助力“把
内蒙古形象立起来”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领
会此次讲座的精髓和内涵，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加快推动文创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全盟旅游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盟委、行署聘请贾伟董事长为
“兴安盟高质量发展决策咨询顾问”，
并现场颁发了“决策咨询顾问”聘
书。

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旗县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赤芍良种选育及规范化
种植示范基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药材品种

选育研究”项目实验基地在兴安盟揭牌
本报讯（记者 武跟兄）8 月 4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赤芍良种选育及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药材品种选育研究”项目实验基
地在兴安盟举行揭牌仪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CGMC（中药全球化联盟）副主席陈士
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质量司原副司长、中国中药协
会原秘书长傅晶莹等专家团队，盟领导刘树成、许宝
全、杨冀鹏、陈东出席揭牌仪式。

据了解，2021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与内
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合

作开展了赤芍种质资源库建设、“红城赤芍”系列新品
种选育、分子辅助育种技术体系、GAP 规范化种植技
术体系、高品质赤芍质量标准体系等多个项目，形成
了“产、学、研、用”结合的药材研发模式。在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实验基地将进
一步加强“红城赤芍”品牌的基础研究及深度研发，通
过提升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奥特奇蒙
药龙头企业示范效应，为推动兴安盟医药健康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参观了内蒙古奥特奇蒙药
“红城赤芍”种植示范基地。

我盟“组团式”教育帮扶再发力
本报讯（记者  包一婧）今年以来，我盟组建专业

对口、结构互补、协同高效的帮扶团队，构建了“北京
市品牌学校引领、自治区城乡学校共建、盟本级学校
互助”的梯度帮扶模式，展开中长期“传、帮、带”活
动。

据了解，北京市、自治区、盟级共 55 所优质学校
与当地 23 所学校结对共建，支援学校计划派出挂职
校长 6 人、教师 113 人，受援学校派出中层挂职干部
16 人，“双向”挂派干部教师将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
学前到岗到位。

我盟教育系统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做好“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用足用好帮扶力量，抢抓
历史机遇，充分依托各支援学校的强大优势，学理念、
学管理、学技能，着力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治教水平，奋
力描绘新时代兴安教育发展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