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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内蒙古大地，城市棚户区、农
村旧校园和牧区蒙古包的变迁，无不见证
着内蒙古自治区民众生活的巨大改善。

“不忘北梁苦，更觉今日甜”

站在包头市东河区三官庙高地四望，
那个破破烂烂、蜂窝一样的老北梁不见
了。“北梁新区南五区”广场上，大爷大妈
在敲锣打鼓跳舞。北梁腾空区塔吊旋转，
展板上写着包括学校、医院、公园等五大
类20个重点项目的介绍。

北梁棚户区是内蒙古面积最大的集
中连片棚户区，1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
生活着12万多人。为啃下这块“硬骨头”，
李克强总理先后两次视察北梁。如今，北
梁棚户区全部安置到位。

来过18号院的市民都为这里的巨变
竖起大拇指。这些老屋子已有百年的历
史。原来人均面积不足15平方米，还遭遇
如厕难、吃水难、取暖难、用电难、行路难、

上学难、就医难等困境。原本住在18号院
的老街坊感慨，“不忘北梁苦，更觉今日
甜”“北梁是老包头的记忆，18 号院是老
北梁的乡愁”。

崔秀玲和董福祥此前都住在 18 号
院。董福祥原来在 18 号院生活长达 58
年，最多时，9 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而崔
秀玲在安居之后，正忙着“乐业”。在政府
开发的公益岗位就业后，业余时间她还学
会了绢花制作，月收入超过2000元。

“老小孩”过上集体生活

79 岁的李贵平住进花村互助幸福院
已经 6 年了，每天都乐呵呵的。李大爷的
家乡——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
地泉镇花村和许多农村一样，青年人外出
打工，“撤校并点”后孩子们到外地上学，
大多数时间只有老年人留守，“杀猪连抓
猪的人都找不齐”。

花村小学闲置的老屋子有了新的作
用。为解决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平地
泉镇整合新农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和扶
贫移民资金500万元建起了互助幸福院。
平地泉镇党委书记刘亮介绍，镇里把 20

个自然村 70 户 116 名留守老人、丧失劳
动能力老人集中起来安排住在互助幸福
院，分户生活，统一管理。“原来小学的宿
舍改造成老人的新家，每户配备火炕、厨
房、水冲厕所、菜地。虽然没有他们原来
的院子大，但入住以来没有一位老人离开
这里。”

李贵平说：“谁舍得离开！虽然这里没
有专职服务人员，但‘老小孩’结成对子，
年龄小的照顾年龄大的，身体好的照顾身
体差的，我在这里找到了互相关怀的温
情。”其他大爷大妈也聚过来，你一言，他
一语，争相夸赞幸福院。

在乌兰察布市，由闲置校区改造成的
互助幸福院有 418 处，3.9 万留守户进院
互助养老。老人的说笑声取代了以往孩子
们的琅琅读书声，旧校园又恢复了生机。
树荫下，打牌下棋；文化室内，写字读书；
小菜园里，浇水施肥。好一幅和谐幸福的
田园晚景。

蒙古包成了“旅游钱包”

改革开放后，牧民阿拉腾桑再也没有
住过蒙古包。直到前年，他在家乡达茂旗

百灵庙镇开办“巴音陶亥度假村”，定做了
4 顶蒙古包时才发现，连扎包的技术也荒
废了。

蒙古包是牧民的“老屋子”。“草畜双承
包”确权到户之后，牧民告别了“逐水草而
居”的日子，除了婚丧嫁娶等时候接待宾客
偶尔扎包，这个便携的“房屋”渐渐淡出普
通民众的生活。如今，蒙古包被列为“内蒙
古十大文化符号”之一，更多地出现在旅游
景点。

阿拉腾桑介绍，“现在我依然放牧牛
羊，同时也制作牛肉干，开办‘牧家乐’，收
入也翻了一番，这些都离不开蒙古包”。

在巴彦淖尔市，散布在农村、牧区星
星点点的蒙古包成了当地“农家乐”“牧家
乐”的新地标。市农牧业部门积极引导龙
头企业、农牧户发展休闲农牧业和乡村牧
区旅游，涌现出多种形式的乡村旅游产
品。乌拉特后旗充分挖掘蒙元、草原、阴
山、宗教、农耕等文化资源，促进生态、文
化、旅游高度融合。磴口县将易地扶贫搬
迁与旅游资源开发结合起来，今年建设 6
个集中安置点，其中4个是依托旅游区而
建，让286个建档立卡贫困牧户因易地扶
贫搬迁吃上了旅游饭。

老 屋 子 新 日 子 钱 袋 子
——内蒙古改善民生掠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由吉林省
委宣传部主办，吉林艺术学院和东北风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吉林省第一
台以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为题材创作的
综艺演出——“中华赤子”纪念时代楷模
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同志专场文艺
演出日前在东北风大剧院举行。

“为什么群山发出震颤，为什么大海
卷起波澜，大地的知音长眠于大地，一道
长虹在九天上高悬⋯⋯”伴随着特别为黄
大年同志而作的歌曲《中华赤子》的歌声，
演出拉开了帷幕。几段对话描述了黄大年
同志朴素却别有深意的生活细节，也串联
起“归”“思”和“梦”三个篇章。演出集合了

二人转、坐唱、情景剧、单出头、诗剧和独
唱多种表演形式，为观众呈现了《大海情
怀》《父爱难回》《天地对话》等7个精彩节
目，从为人师、为人子、为人父等多个方
面，立体、全面地展现了黄大年同志在科
研、教学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让观众
看到了在工作以外，黄大年同志和蔼可亲

可敬的一面。
“我爱你中国，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

给你⋯⋯”演出在黄大年同志生前最喜爱
的歌曲《我爱你中国》的嘹亮歌声中结束，
观众用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向黄大年同志
表达敬意。

据介绍，为进一步深化黄大年同志先
进事迹的宣传，按照中宣部的部署，近期
以来，吉林省委宣传部精心策划，组织全
省文艺创作生产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
积极创作以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为题材
的戏剧、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歌曲、综艺
演出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纪念黄大年同志专场文艺演出在长春举行

海南省万宁市三更罗镇苗八村是一
个被淹没在幽幽绿林中的苗族村庄。在这
里，望一望橡胶树的倩影，听一听清脆的
鸟语，闻一闻野花的芳香，让人心旷神怡。
但长期以来，这个苗族村子没有通公路和
自来水，村民住的都是茅草危房，贫困压
得村民喘不过气。

如今，苗八村变了，家家户户住进了
小楼房，硬化路、自来水户户通，村民们

“肯干”的劲头空前足。
苗八村的改变得从陈文清说起。陈文

清是地地道道的苗八村人，因贫穷吃不上
饭，年纪轻轻就外出闯荡，从砌墙小工开
始经过多年打拼，成长为一名包工头。

“每逢台风天气，我家就成了全村人
的‘避难所’，看到村民们拉稻谷、运材料，
靠人力搬；没有水，要去山里挑，我就想着
要改变这种现状。”陈文清说。

想致富先通路，陈文清带领村民修建村
路，同时，还发动大家找水源、测水位。2004

年年底，村中第一条200米的水泥路建成。
2005 年年底，陈文清发动群众筑拦

水坝进行引水，很快就解决了困扰全村村
民的两件大事。

虽然村内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了，但
村民还住在破旧的茅草房里。“我们以前
的房子都是低矮的茅草房，不少房子还得
用棍子顶着房梁。”村民盘业毕说。

2011年，在万宁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陈文清开始为村民们建新楼房，截至
目前，他为村民们建了45栋二层小楼房。

望着260平方米的复式小楼，瓷砖光
亮、窗明几净，村民马运文拿出 8.5 万元
的危房补贴资金交给陈文清，他不能让陈
文清白白付出。“钱我不要，只希望你们住
进新房后能打起精神、努力赚钱，过上更
好的日子。”陈文清叮嘱马运文。

苗八村的村貌变了，一栋栋别墅让人
向往、一座座凉亭让人羡慕。然而，更难的
是人变。“摘颗槟榔换酒喝”“三块砖头支

口锅”曾是苗八村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是住进了别墅，但是家里没有

像样的家具，没有电视、空调。我想，自己
要靠流汗、靠双手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
赵启华说。

想要靠着辛勤劳动致富的苗八村村
民们遇到了难题，“村里没有地，打短工成
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苗八村村民小
组组长胡天明告诉记者，全村共有 53 户
人，仍有14户村民属于贫困户。

遇到难题，村民们不再躲避。“我们这
里有少见的自然风光，而且保留着完整的
苗族文化，为什么不能开发乡村旅游项
目？”村民们琢磨着。陈文清为村民不停地
奔波，终于“万宁市苗八盘王旅游景区”项
目立项，规划 1200 余亩的景区以良好的
生态环境以及盘王文化为依托，打造“文
化+生态+产业”模式。“景区展示苗族酿
酒、苗药、苗绣等苗族传统文化，还包括旅
游垂钓、动物观光、果蔬采摘、苗家美食等

产业。”陈文清告诉记者，届时，苗八村村
民们将获得40%的景区收益。

记者在苗八村看到，苗族风情一条
街、苗族风情酒店正在开建，不时有村民
来看工程进度。“以前，我会觉得这是骗人
的。但是，我们村容村貌的大变样让我对
未来充满信心。”苗八村村民盘兴文说，他
现在经常跟村民们坐在一起讨论村庄未
来的发展。

民风的改变是陈文清最欣慰的事。
“住进洋楼、别墅只是开始，更好的生活需
要村民们去创造，现在不少村民靠自己的
劳动买了冰箱、空调、电视。”陈文清说。

在陈文清眼里，苗八村的未来将成为
影响力覆盖整个镇子的大景区。“苗八村
离海南的老牌旅游目的地兴隆仅 18 公
里，未来能够串联成为大景区，为全域旅
游提供文化支撑。”陈文清说。

苗八村的变化日新月异，“面子”更美
了，“里子”也更实了。

万宁市苗八村：

新 楼 新 业 新 风 尚
本报记者 何 伟

７月 17 日，1000 余名甘南农牧民群众在当周草原跳起锅庄舞《吉祥甘南》。当日，第十
八届中国·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周草原开幕。在为期 4 天
的节庆活动里，会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千人锅庄舞、马队巡游表演、“藏域秘境”特色集市和篝
火晚会、草地音乐节等富有藏族文化特色的活动，预计吸引10万多名民众和游客参与。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甘 南 香 巴 拉
旅游艺术节开幕

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中，海关
总署把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
基本建设，以支部合格促进党
员合格，使广大基层党支部在
学习教育中唱好主角。

树起合格标准。围绕建强
基层支部目标，海关总署明确
提出领导班子过硬、党员队伍
过硬、基础工作过硬、把关服务
过硬、纪律作风过硬的“五过
硬”合格标准。海关总署还制
定《海关基层支部工作指引》，
明确了 4 方面 16 类 42 条具体
要求，为合格支部画像定标。
同时，注重从培养合格书记入
手推动合格支部建设，通过建
立海关党建 E 课堂、开展支部
书记轮训等方式，提高支部书
记抓好基层党建的能力水平。
截至目前，全国海关共组织
127 次支部书记轮训，培训支
部书记3500余人次。

擦亮五星品牌。海关总署
把开展“五星”党支部争创活动
作为推进合格支部建设的平台
手段，打造全国海关五星支部
示范品牌。各海关单位积极创
新考评办法。宁波海关推动星
级党支部目标量化管理考核实行在线管理，倒逼工作落
实；黄埔海关将支部建设评定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对关区
270 多个基层党支部随机抽查、每月检查、季度核查，建
立106个基层联系点。

抓实基层基础。海关总署制定指导意见，推动基层支
部解决突出问题、补强工作短板，构建党建与业务相互融合
工作机制。结合把关服务特点，探索倒班、分散作业、出差
办案等不同作业模式下支部建设有效方式，推出一批可推
广的典型经验。其中，拱北海关隶属闸口海关查验一科党
支部的党小组“拼图”管理法，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科
的“班前党建10分钟”制度，上海海关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旅
检中转科的“线上线下叠加”学习法等都是有益探索。

打造坚强堡垒。在全国海关基层支部推广“议思想、
议业务、议廉政”三项议事制度，组织党员联系海关业务改
革讲党课、谈体会、提建议，着力发挥党建工作政治引领作
用，使支部成为中心工作的顶梁柱。支部引导党员干部在
履职尽责中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与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与加强打击走
私违法犯罪结合起来，与做好海关税收工作结合起来。今
年前5个月，全国海关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净入库同比
增长32.81%，为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海关总署

：

基层党支部创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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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尔滨 7 月 18 日电 记者李万祥报道：7 月 17
日至18日，司法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公证工
作会议。会议提出，要拓展创新公证业务领域，服务经济
发展新常态，今年年底前完成行政体制公证机构转为事
业体制改革任务，同时进一步扩大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

公证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控金融风险、推进
产权保护法治化、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大有
可为。此次会议明确，要推动公证参与重大资产重组和
并购、财产信托、金融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为信托、保险、
融资租赁、融资担保、资产管理、商业保理和银行业务等
提供法律服务。会议还提出，要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设立、
运用流转、权利救济、纠纷解决、域外保护等环节提供公
证服务，实现对知识产权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保护。

本报北京 7 月 18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力资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近 日 印 发《治 欠 保 支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要求以解决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为
重点，用 3 年左右时间，实现被欠薪农民工比重逐年下
降，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计划要求全面推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督促用人单
位与招用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职工名册。2017
年年底前，实名制管理覆盖40%以上在建工程项目，2018
年底前覆盖率达到70%，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在
落实工资支付方面，计划督促工程建设领域用人单位依法
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月清月结。到2017年底，执行按月
足额支付工资规定覆盖80%以上在建工程项目，2018年底
前覆盖率达到90%，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

治 欠 保 支 行 动 计 划 发 布
力争3年内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本报讯 记者辛自强报道：“2017 海峡两岸记者四
川行联合采访”活动日前在成都启动，来自两岸 31 家新
闻媒体的45位记者将深入成都、雅安、康定、甘孜等地联
合采访，实地了解四川的发展变化。

此次联合采访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和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台港澳工作部主办。据国台办新
闻局局长马晓光介绍，此次采访主要围绕四个主题：第一
是四川省作为西南经济重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
特殊作用；第二是四川省在“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策略
和重点项目；第三是川台两地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现
状，尤其是四川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台湾青年在
四川创业就业的现状；第四是四川藏区丰富的文化遗产
和旅游资源。

两岸记者四川行采访活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
上半年中国经济最具说服力的积极成果，

说到底，还是要落在一个“好”字上。无论是宏
观调控精准施策，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推进，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
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发展成果更多、
更好、更公平地由全体人民共享。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7.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倍差2.79，比上年同期缩小0.01；全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伴随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以及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态势的延续，消费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据有关资料显
示，2013年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已
经从47%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77.2%，二季度
仍然保持了这一态势。这说明新常态下的中
国经济正在从过度依赖投资向更加注重消费
转变。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经济结构优化和
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等积极成果，更重要的
是，有助于提高抵御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应
对能力，更好地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透过数据看成果，既可增强发展信心、保
持战略定力，亦可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找
准方向、锁定目标，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
彻落实到经济工作各项具体环节之中。就现
阶段而言，巩固已有发展成果的最好办法，就
是再接再厉、积极进取。要坚持以新发展理
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持续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依然顽固的结
构性矛盾，进一步夯实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的基础，为中国经济开辟更为广阔的
发展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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