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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世界品质：伊利在进博会分享全球化思维
新报讯（记者 郑慧
英）作为食品行业中最早走
出国门的一员，乳品行业
正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
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号
召力。11月7日下午，以“共
筑世界品质”为主题的乳
业全球合作伙伴论坛在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召开。论
坛由呼和浩特市政府、内
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奶
业协会、伊利集团共同举
办。来自政府相关部门、行
业协会、学术界、媒体界以

及全球知名企业代表共计
约400人参会。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
剑秋在论坛上表示：
“ 共筑
世界品质，需要我们汇聚
全球力量。面对全球乳业
新格局、新技术、新需求，
要以全球视野布局产业链

条，打造资源互补、创新协
同、开放共赢的高品质新
乳业，携手全球乳业伙伴，
为人类健康贡献力量。
”
在本次论坛上，伊利
与SGS、必维、天祥、利乐、
康美、杜邦等32家全球顶
级合作伙伴签约，取得全

速读

◎

●记者从呼和
浩特海关了解到，今
年前三季度，我区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总值为
510.2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10.2%，高于
同期全国外贸进出
口增速0.3个百分点，
占同期内蒙古自治
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67.4%；其中出口
161.2亿 元 ， 增 长
13.1%；进口349亿元，
增长8.9%。（刘 睿）
●利隆和鑫国
际系统日前联合包
头市红十字会，为土
右旗将军尧中心校
捐赠扶贫款和书籍
等总值9万余元。据
了解，该校曾是一所
贫困学校，2014年，
利隆和鑫国际系统
为该校捐款10万元，
并邀请社会各界人
士也加入捐赠行列。
近几年，在社会各界
和相关部门的资助
下，学生们搬进了窗
明几净的教学楼，但
基础设施还有待完
善，一些家庭困难的
孩子也还需要全社
会的关爱。
（杨晓红）
●10月31日，自
治区体育局与内蒙
古人民医院达成协
议，双方将以医疗技
术服务的密切合作
为导向，合力推进建
设紧密型医疗联合
体。双方希望通过建
立紧密型医疗联合
体，加强运动医学和
康复医学的合作，推
进体育与医疗深度
融合，提升全民健康
水平，努力把体育事
业和医疗事业做得
更好，为建设健康内
蒙古做出应有贡献。
（牛天甲）

球乳业合作的新成果。
作为论坛的 重 点 环
节，伊利还在论坛现场发
布了《母乳研究白皮书》，
揭开了母乳核苷酸的奥
秘 。研 究 显 示 ，核 苷 酸 对
婴儿特别是新生儿生长
发 育 ，免 疫 功 能 、肠 道 成

熟、脑发育等方面都发挥
重要作用。此次发布的
《母乳研究白皮书》 将刷
新业界对母乳核苷酸的
认知，是母乳研究的又一
重大发现，这也是伊利整
合全球智力资源所得出
的最新成果。

乌兰察布市融入
首都1小时首府半小时经济圈
（上接1版）软通动力乐业空间在孵企业40多家，百度、

疏散演练
11月8日，呼和浩特市南门外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据了解，11月
9日是全国消防日，连日来呼和浩特市各中小学都举办了类似的消防安全演练活动，让孩
子们了解基本的消防常识，同时掌握一定的自防自救能力。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本周六，
看绘画小达人红旗车上涂鸦！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10月31日，由北方新报社
联手内蒙古晨旭艺术专业
培训学校举办的第二届
“晨旭杯”寻找内蒙古书画
小明星活动启 动 。11 月 10
日（本周六），组委会将在
内蒙古思旗汽车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红旗汽车绘
画专场活动。
届时，来自锡林南路
小学、敕勒川绿地小学、金
桥小学的绘画小达人将尽
情发挥想像力，
以汽车车身
为画板现场涂鸦。
“ 红旗汽
车是国有自主品牌，今年9
月28日刚刚进入内蒙古市
场，
能够参与《北方新报》举

办的活动我们很高兴。
当天
的活动中，
工作人员会为孩
子们讲解红旗汽车的历史，
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旗这个
老品牌，经过时代的变迁，
如今红旗汽车已经走入寻
常百姓家。
”内蒙古思旗汽
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销售
总监郭宇说，
本次供孩子们
进行绘画的车型是商务型
的H7和居家型的H5，这两
款车在同类型车里车身是
最长的，
都超过5米，
便于孩
子们作画。
据了解，第二届“晨旭
杯”寻找内蒙古书画小明星
活动面向社会征集的作品共
设两个组别，即书法组和绘

画组，书法作品要求参赛选
手使用田字格或者米字格，
进行规范书写，
内容不限；
绘
画作品要求作品新、
奇、
特，
载体不限，
力求形式多样。
征
集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31
日。
作品征集结束后，
主办方
将组织美术名师举办公开
课、
优秀作品展活动，
为热爱
绘画的孩子搭建一个学习、
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报名电话：
0471-6635225

我区9种产品获得国际农交会金奖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昨日，记者从自治区农牧
业厅了解到，为期5天的第
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于11月5日在湖南省
长沙市闭幕，我区9种产品
荣获国际农交会金奖。
获 奖 产 品 分 别 为 ：锡
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
公司羔羊圆卷、内蒙古草
原牛王肉业有限公司牛眼

肉、内蒙古好鲁库德美羊
业有限公司德美羊肉、内
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中加2号、乌拉特前
旗丰达源农贸有限责任公
司旱地石磨面粉、内蒙古
金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
机小米、扎赉特旗雨森农
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雨森大
米、鄂尔多斯市天泰万欣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阿

尔巴斯富硒炖羊肉罐头、
巴彦淖尔市三胖蛋食品有
限公司三胖蛋原味瓜子。
同时，我区呼伦贝尔市扎
兰屯市森通公司黑木耳还
获得了地理标志金奖，内
蒙古展团获得优秀组织
奖。
据介绍，第十七届中
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将在
江西省南昌市举办。

赛诚、国信优易等数据应用项目进展顺利。二是大物
流产业快速发展。占地100平方公里的庙梁物流园区
已初具规模，对周边及蒙古国煤炭进行洗选配和深加
工，打造环渤海及东南沿海地区动力煤配送基地。乌
兰察布是中欧班列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目前己累计开
行中欧班列126列，
运输货物约16万吨，货值约3.6亿美
元，被评为“中国外贸百强城市”。三是新能源产业势
头迅猛。风电、光伏装机达630万千瓦，是自治区清洁
能源总装机的五分之一，到2020年将建成1450万千瓦
新能源基地。直供北京的600万千瓦风电基地及外送
通道项目加快推进。四是新材料产业迸发活力。特别
是高端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PVA产能占自治区60%，
为全国单体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生产基地。

我区两个献血屋获评“全国最美”
新报包头讯（记者 杨晓红）

记者从包头市中心
血站了解到，
中国输血协会日前公布了
“2018年全国最
美献血点”
推选结果，
我区包头市中心血站包百爱心献
血屋和通辽市中心血站西拉木伦公园献血屋名列其中。
据了解，中国输血协会“2018年全国最美献血点”
评审工作于今年8月开始，经过审查、核实以及网页展
示等环节，109家会员单位的154个献血点材料进入理
事推选阶段，最终来自37家会员单位的50个献血点获
选“全国最美献血点”，其中“全国最美流动献血车”
7
个，
“全国最美献血屋（房车/站内献血点）”43个。
包头市中心血站宣传科赵国栋科长说，包头市现
有5个献血屋，分别位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
院、昆区包百步行街、青山区娜琳步行街、东河环西广
场。此次获得“全国最美献血屋”的昆区包百步行街爱
心献血屋是2009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据统计包头市平
均每年的采血量是10吨左右，
2017年包头市的采血量
是9.2吨，而包百爱心献血屋的采血量占每年全市采血
量的三分之一。

世界脑力锦标赛中国总决赛：
臧鑫格获最具人气奖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11月4日，由亚太记忆
运动理事会指导，第27届世界脑力锦标赛中国区组委
会主办的第27届世界脑力锦标赛中国区总决赛在广
州举行。
内蒙古童星臧鑫格获评“最具人气选手”。
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近500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记忆高手。其中，世界脑力锦标赛中国形象大使、中
华诗词学会文化推广大使、网络文明传播使者、内蒙
古童星臧鑫格获评“最具人气选手”
。同时，童星臧鑫
格还为闭幕式演绎了开场曲 《有你也有我》。
《有你也
有我》是臧鑫格爱心助学专辑《实现梦想童心绽放》里
的原创主打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