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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召开八届94次常委会会议
● 廉晓梅
1 月 9 日，区委召开八届 94 次常委
会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占林
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马玉清及区委各常委出席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郝军海及区有关领导列
席会议。
会议研究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工作相关事宜；研究《关于深入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施方案》
《关于
深入整治“四官”问题净化机关政治生
态行动方案》；听取 2018 年度“清风干

部”评选情况汇报等。
会议强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
东胜作为自治区确定的试点旗区之
一，理应先起步、先见效，积极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全
面掌握建设工作的目标方向、任务要
求，吃透摸清工作要义，切实把工作做
细做实做好；要着力壮大队伍，以志愿
者为主体，将党员干部全部纳入志愿

者队伍中来，引导动员全社会各阶层
力量，以点带面、以队伍促建设，大力
提升全社会文明面貌；要从队伍、内
容、手段、效果四方面入手，结合地方
实际，针对文明建设领域的关键节点
和薄弱环节，做好规定动作、摸索自选
动作，真正确保试点工作出成绩，见成
效；要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列
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绩考核，强
化督查问效，
倒逼责任落实。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整治“四

官”的重要意义，把整治行动作为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
领导，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监督检查，
结合民主生活会，对照“画像”，主动自
查自纠，
全力打造一支敢担当、
善作为、
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要严格
“清风干
部”评选程序，严格审核把关，全方位、
深层次、多渠道宣传评选工作开展情
况，
切实发挥好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棚改资金等其他
事项。

东胜积极开展“万户企业登云”
三年行动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信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自
治区和市政府关于“万户企业登云”三
年行动计划总体部署要求，东胜抢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认
真组织开展企业登云工作，加快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企业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
推动创新发展，提高企业在新常态下
的发展动能和竞争力，推动我区工业
经济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
在具体工作中，组织召开东胜区

“企业登云”行动启动仪式暨“云上鄂
尔多斯，
智慧联通未来”
推进会，
鼓励和
引导企业积极融入云服务平台，
共同参
与云平台建设与推广，
推进
“企业登云”
行动的全面实施。针对不同行业、
不同
规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根据
其信息化基础和个性化需求，
制定差异
化的“企业登云”工作方案。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东胜共有 606 家登云企业，
1393 项登云项目。其中，2018 年新增
登 云 企 业 140 家 ，新 增 登 云 项 目 140
项，2018 年以前使用相关云应用程序
企业 456 家，
1253 个项目。
（贾茹茹）

折家梁村：农企利益联结让 1170 户村民变股民
● 唐慧慧 孙云霞
泊尔江海子镇折家梁村通过土地
入股、劳力入股，代养分红等多种形式
让 1170 户农民变股民。农企利益联结
让村民迎来幸福新生活。
这几天泊尔江海子镇的武莲凤老
人格外开心。她告诉记者，在精准扶
贫政策下，她家终于摘掉了穷帽子。
去年年初武莲凤按照精准扶贫政策拿
到了一万五千元的扶贫资金，用于发
展产业。但由于老人上了年纪再加上
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合自主发展种养
殖业。考虑到她家的情况后，泊尔江
海子镇折家梁村通过农企利益联结机
制以企业代养的形式为她家代养了五
头黑猪。不用自己喂养也不用自己找
销路，五头猪总共额外收入一万多元，
精准的扶贫政策温暖了老人的心。武
莲凤高兴地说：
“ 有这么好的政策，我
们致富的信心更足了，明年还想多养
几头猪。
”
在精准扶贫政策下，越来越多的
贫 困 户 过 上 了 好 日 子 ，迎 来 了 新 生
活。去年，泊尔江海子镇折家梁村通
过农企合作为 7 户没有劳力的贫困户
代养黑猪 35 头，实现户户增收 10500
元。除此之外，107 户农户还通过入股
分红的方式户户增收 5000 元。为了能
让更多的农户变股民，实现经济增收，
上个月，泊尔江海子镇折家梁村成立
了我市首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
通过土地入股、劳力入股，代养分红等
多种形式让全村的 1170 户农民变股
民。
折家梁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王
占荣介绍说：
“我们让折家梁村的村民

益民社区知乐苑小区成全市首家物业改革试点

“第三方”网络平台当好居民物业“中间人”
● 张睿博 唐慧慧
日前，林荫街道益民社区的知乐
苑小区成为全市首家物业改革试点，
业主把物业费交到第三方平台，通过
给物业公司打分，让物业公司按照分
数的高低收取物业费。此举运行以
来，
受到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好评。
这两天，家住知乐苑小区的居民
赵二喜发现家中自来水管道有问题，
便将水管照片上传到小区的物业服务
系统平台，几分钟后，物业工作人员就
赶来帮他修好了水管。赵二喜高兴地
用手机给物业打了满分。
居民所说的物业服务系统平台是
去年 3 月份建起来的。针对物业服务
管理和收费难等问题，林荫街道人大
工委组织代表通过走访调研制定了物
业改革实施方案，并与兴业银行、业主
委员会、社区和物业公司签订五方协

村企利益联结让村民致富信心更足了。

“东胜大药店”
获得
“内蒙古老字
号”
品牌企业称号

全部参与进来，就是想让户户增收，人
人增收。今年计划 1170 户要达到集体
经济收入 500 万元，也就是每户都要增
收 5000 元。
”

非遗传承人杨文祥：五十年剪出精彩人生
● 王芳

杨文祥（右）向爱好者传授剪纸技艺。

关
注

东胜新闻微信公众号

议，投资引进“微伴之家”物业管理信
息平台软件，居民通过手机登陆平台，
即可实现物业费平台交付、物业公司
服务质量考核评价、居民意见建议反
馈和物业公司信息收集、实时呼叫物
业服务等；同时可以实现将物业费通
过微信、支付宝和 POS 机等缴费方式
与社区设立在银行的五方监管账户互
联互通，待业主委员会、社区网格员、
街道物业办考核评价、物业服务标准
满意率达 80%后，方可将物业费资金
兑付到物业公司指定账户。
知乐苑小区业委会主任陈占宽告
诉记者，自从使用该物业服务系统平
台后，物业公司跟业主的纠纷少了，缴
费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五六十，提高到
现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下转 2 版）

日前，一幅长 15.7 米、宽 70 厘米
的《鄂尔多斯婚礼》剪纸艺术作品在
建设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展出
时，吸引了众多辖区居民前来欣
赏，大家不停拍照，对这幅艺术品
赞叹不已。市民纷纷点赞的这幅艺
术品是由辖区居民杨文祥从 2016 年
开始利用三年时间独自完成的，作
品涉及“婚庆大典”、
“ 拜见公婆”、
“圣火洗礼”、
“送亲的路”等 11 个场
景，作品内容丰富、形象逼真，是一
幅反映鄂尔多斯文化，值得珍藏的
艺术品。
今年 69 岁的杨文祥，从 13 岁开
始剪纸，她的剪纸作品比较特别，不
管图案多复杂，仅凭一把剪刀一张
纸，运用剪、戳、叠等技法就能完
成。人物、花鸟、山水，无不栩栩
如生。“我自幼喜爱剪纸，姐姐是
我的开蒙老师。50 多年一直没有丢
掉剪刀，每每剪出一幅新作品，便
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游荡于心
间，兴奋之情常唤起对往事的回
忆。剪纸也可以练习协调能力。经
常画画剪剪，活动手指关节，舒经
活络。”杨文祥说，过去每年过年

时便剪各种各样的窗花，每次她都
会和姐姐比拼，看谁剪得更形象、
生动、逼真。多年来，她通过不断
研究、实践，在剪纸技艺方面有了
很深的造诣。退休后，她更是热衷
于剪纸艺术，每次外出旅游看到美
好的景物或者参加社区组织的丰富
活动后，她都会用剪纸方式留下记
忆。
看杨文祥老人的剪纸，每幅作
品都蕴含着故事。记者看到她展出
的 50 多幅作品内容题材丰富，主题
积极向上，有讴歌伟大祖国、共产党
的正能量作品，有热爱家乡、热爱草
原的民族情怀作品，有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民俗的作品，有充满
浓郁节日气氛的喜庆作品。
采访中，杨文祥告诉记者，现在
专业剪纸的人越来越少了，她非常
乐意教人剪纸，多年来，她积极参与
公益事业，先后为街道、社区、学校、
文化馆、群艺馆的孩子和剪纸爱好
者们义务传授剪纸技艺，传承剪纸
文化艺术。由于杨文祥老人的剪纸
造诣深厚，2015 年她被评为“鄂尔多
斯市剪纸艺术非遗传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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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胜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经企业自主申报，市区商务局层层审
核、
批准和推荐，
专家组评审，
经自治区
商务厅审定、网上公示等程序，于日前
获得
“内蒙古老字号”
的荣誉，
也是自治
区医药行业唯一的老字号企业。
依据《东胜市志》和《伊克昭盟志》
记载，东胜大药店是在 1956 年 6 月 30
日成立伊盟医药公司时并入的国营药
店。是当时伊克昭盟成立的第一家国
营药店，也是自治区最早成立的药店
之一，成立之初隶属于伊盟医药公司，
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它趁着改
革的春风，历经市场洗礼和行业变革，

从国营到私营，从一家平价零售药店
发展到连锁公司，现拥有 30 多家直营
店，一步步引领着鄂尔多斯医疗健康
产业的发展。
企业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
坚持以服务百姓健康为宗旨，做放心
药店、卖放心药品。企业规划了双百
工程的愿景：打造百年企业，发展百家
门店。公司计划用五年时间发展 100
家门店，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七旗二
区，逐步拓展到周边盟市。企业现有
门店主要分布在康巴什新区、东胜区、
达拉特旗、
鄂托克前旗、
杭锦旗区域，
（下转 2 版）

1 月 10 日，区公安分局在市客运总站集中开展 110 接处警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标语、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宣传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同时
积极向广大群众介绍自身安全防范知识和报警方面的常识。
郝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