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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内蒙古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 治愈出院1例

沙漠变稻田
6 月 1 日，工作人员正在稻田

插秧。为了提升沙区旱区农业产值

并带动相关产业，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政府与北京仁创科技集团合作，

利用“生泰保水砂”种植技术进行

沙漠改造及盐碱地改良，打造1000

亩光伏沙漠有机水稻试验示范基

地、开展500亩盐碱地改良试验示

范项目，实现沙漠变良田、沙漠变

绿洲，为沙漠综合治理提供了现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 摄影/北方新

报正北方网记者 牛天甲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6

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卫健

委官方通报：2020 年 5 月

31 日 7 时至 6 月 1 日 7 时，

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

疑似病例，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3例、治愈出院1

例（均由首都机场国际航

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

际机场）。

截至5月31日7时，内

蒙古自治区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158例（俄罗

斯108例、英国23例、法国

19 例、美国 4 例、西班牙 2

例、瑞典 2 例），治愈出院

131例。现有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27例、疑似病例1例。

截至 5 月 31 日 24 时，

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2例，均在隔离医学

观察中。

以上患者均在定点医

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

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

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

散蔓延。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本土和输入性疫

情防控工作以及无症状

感 染 者 的 相 关 情 况 ，严

格按照国家疫情防控要

求 ，认 真 落 实 各 项 防 控

措施。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马 丽 侠）

近日，内蒙古雨水大风不

断，气温下降，天气偏凉。

据内蒙古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两天，大风雷雨仍强

势在线，局地伴有短时雷

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内蒙古气象台已于6月

1 日 9 时 30 分发布大风蓝

色预警信号。

6月2日，中东部地区

降水势力增强，锡林郭勒

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

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呼伦

贝尔市大部有小雨，呼伦

贝尔市中部有中雨，上述

地区伴有短时雷雨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

地区晴间多云；西部偏北、

中部及东部偏西和偏北地

区 4~5 级短时 6~7 级西北

风；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

4~6摄氏度。

3日，锡林郭勒盟东北

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

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大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

东南部有中雨，上述地区

伴有短时雷雨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

及东部地区4~5级短时6~

7级西北风。

气象部门提醒，近日

内蒙古雷雨大风不断，雷雨

出现时，常伴有短时强降

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

减少外出，远离高风险地

区，注意人身和交通安全。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

忠义） 6 月 1 日，由乌拉

特前旗旗委政府、巴彦淖

尔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共

同策划筹办的“天赋河套

绿色崛起”优质农畜产品

展销暨乌拉特前旗京津冀

区域招商引资活动在北京

天赋河套宾馆正式启动。

本次招商活动以“天

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宣

传为引领，以“招实引优”

为目标，立足当地农牧、矿

产、旅游等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通过优质农畜产

品展示、特色美食品鉴和

推介洽谈会，开展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等工作。

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里，筹办方将在天赋河套

宾馆举办“诚邀天下客 集

聚新动能”招商引资项目

洽谈、“天赋河套”优质农

畜产品展示品鉴、“电商直

播 助力扶贫”现场带货等

系列活动，还将邀请专家

学者和企业、行业协会、商

会负责人，分别举办乌拉

特前旗招商引资项目推荐

会、京津冀行业协会和企

业商会负责人座谈会、在

京人才座谈会。通过多场

次、多层次的交流活动，促

进和推动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工作的深入开展。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5

月 29 日，自治区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对我区学习

宣传贯彻《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提高公民

健康水平，推进健康内蒙

古建设工作进行安排并回

答了记者提问。

据自治区卫健委副主

任常青介绍，《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于2020年6

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

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历经

十六载，终于问世。该法是涉

及民生领域的一项重要法

律，明确了医疗卫生与健康

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

人民健康服务的根本目的，

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

关，回应了社会关注，顺应了

民情民意，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利于保

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用 10 章 110 条

的篇幅，对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医疗卫生机构和人

员、药品供应保障、健康促

进、资金保障、监督管理和

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具

体规范。

为认真学习宣传《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保证卫生与健康工作

沿着法治的轨道有序开展，

下一步，自治区卫健委将系

统安排卫生健康领域开展

学习培训、广泛深入宣传、

制定配套制度、建立工作机

制、加强督促指导工作，以

本次新闻发布会为起点，全

面启动全区学习宣传贯彻

活动，推进《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在我区有效

实施，切实落实，有效提高

公民健康水平，加快推进健

康内蒙古建设。

3个救助项目今年继续帮扶贫困大病儿童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记

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慈善总会了解到，2020年，慈善总会继

续开展关爱救助贫困家庭大病儿童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为贫困家庭18周岁以下重大疾病患儿提供资金救助的

“全区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专项基金”项目，为

贫困家庭 14 周岁以下先心病患儿免费实施手术治疗的

“中国移动爱‘心’行动——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先心病儿童

救助计划”四期项目，为困难唇腭裂患儿免费实施修复手

术的“微笑列车”项目。

据了解，“全区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专项基

金”项目救助对象为我区城乡低保家庭0~18周岁先天性心

脏病、白血病、肾病、恶性肿瘤患儿，依据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和个人自负支出情况，予以1万~6万元的资金救助。

“中国移动爱‘心’行动——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先心病

儿童救助计划”四期项目救助对象为具有内蒙古自治区户

籍的0~14周岁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方式为由

项目办全额支付患儿在项目承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全部

费用，并补助救助患儿陪护人员2000元的交通、食宿费。

“微笑列车”项目救助对象为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支

付唇腭裂修复手术费用的贫困患者。凡符合救助条件的贫

困患者，均可直接到当地“微笑列车”项目合作医院申请免

费手术。目前，我区共有7家项目合作医院，分别是呼和浩

特市口腔医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解放军第969医院（原解放军253医院）、赤峰学院附属

医院、赤峰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内蒙

古兴安盟人民医院。

截至目前，“全区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专

项基金”项目已救助我区 55 名重大疾病患儿，共计救助

150万元；“中国移动爱‘心’行动——内蒙古自治区贫困

先心病儿童救助计划”四期项目已免费救治98名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共计救助275.3万元；“微笑列车”项目已免费

救治3名唇腭裂患儿。

详情请咨询内蒙古自治区慈善总会办公室项目部，咨

询热线：0471-4698430、0471-5980226。

总投资45亿年产10万吨
大乌淀石墨产业集聚区项目开工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忠义） 5

月30日，总投资45亿元、年产10万吨石墨烯项目——大

乌淀石墨产业聚集区项目在乌拉特中旗奠基开工。

石墨烯广泛应用于新材料、能源、环境、航空航天及

国防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及发展前景。位于乌拉特

中旗新忽热苏木境内的大乌淀石墨矿属超大型单体晶

质石墨矿，是目前全球探明的最大单体石墨矿之一，被

国土资源部列为 2017 年中国十大重要矿床之一。该项

目是集资源开发、石墨高端材料精深加工、石墨烯制备

与应用、高新建筑材料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聚

集区项目。

大乌淀石墨产业集聚区项目计划投资 45 亿元人民

币，项目达产后将形成石墨、负极材料、石墨烯高端材料每

年10万吨产能。项目分三期建成，一期于2021年建成投

产。2025年全部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170亿元人民币，同

时可解决1万多人的就业。

“天赋河套”优质农畜产品在京展销推介

未来两天内蒙古大风雷雨强势在线

我区加强宣传贯彻《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