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7日 本版主编：任艳荣 实习生：刘 畅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颜 华

内蒙古·综合2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实

习生 张 芸 甄挺祺）

“郝老，祝贺您！”7月16日

上午，在呼和浩特市新城

宾馆会展中心，内蒙古大

学86岁高龄的郝维民教授

被大家簇拥着，眼里闪着

激动的泪花，他与内蒙古

师范大学曹永年教授一同

获得了自治区第八届哲学

社会科学奖名家奖。当天，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

学奖颁奖大会隆重召开，

来自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

近50名获奖代表参加了会

议。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自治

区社科联大力推进社科

评奖工作改革创新，社科

政府奖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权威性进一步巩固。

当天，自治区第七届哲学

社会科学奖优秀成果奖

共评选出 315 项，其中一

等奖 12 项，二等奖 96 项，

三等奖 207 项。自治区第

八届哲学社会科学奖名

家奖共评选出 2 人，青年

才俊奖共评选出 5 人。获

奖成果基本涵盖了所有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在基础理论、应用实践、

决策咨询、特色学科等方

面均有所突破，充分反映

了我区当前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达到的新水

平和新高度。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

区哲学社会科学奖在推

动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促进自治区经济社

会进步、推进哲学社会科

学人才强区工程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更好

地激励人才培育、推动人

才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激

励全区广大社科工作者

积极投身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事业，为提升我区文

化软实力、推进民族文化

强区建设贡献更多的聪

明才智。

上半年气象灾害
造成我区直接经济损失13.6亿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7月

16日，内蒙古气象局召开2020年上半年气候特征及

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今年全区多地出现干旱、暴雨洪涝、冰雹、大风等

气象灾害，致使65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444万

公顷，成灾面积15万公顷，绝收面积3万公顷，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13.6亿元。

今年上半年，全区23个旗县出现局地暴雨洪涝

灾害，4.9万人和3.6万公顷农田受灾；36个旗县出现

冰雹灾害，造成35.4万人和17.6万公顷农田受灾，其

中成灾面积10万公顷；17个旗县出现大风灾害，14.9

万人和10.0万公顷农田受灾，其中成灾面积4.6万公

顷；7月10日，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玫瑰营镇和乌拉

哈乡出现龙卷风天气，造成1470人和1000公顷农田

受灾，91户房屋受损。

除此之外，受去年冬季全区大部地区降水偏多影

响，今年3月上旬，全区土壤墒情较好；进入4月，中部

以西大部地区干旱出现；5 月中旬全区干旱面积最

大，占总面积的59%。后期随着降雨增多，大部分农区

旱情得到缓解，北部牧区干旱持续。今年春季,全区出

现7次大范围的沙尘天气过程，比去年同期少1次。

内蒙古无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7月16

日，内蒙古卫健委通报：2020年7月15日7时至7月16

日7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截至7月16日7时，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11例、疑似病例1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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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7月15日24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0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查 娜） 记

者从中铁呼和浩特局了解

到，7月15日零时，随着唐

山至呼和浩特铁路下行葫

芦站至卓资东站间709km

至 712km 处 线 路 封 锁 施

工，唐呼铁路葫芦站枢纽

疏解改造工程全面启动。

改造完成后，唐呼铁路货

运能力将较过去提升 30%

以上。

唐呼铁路葫芦站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境内，京包、唐呼两条铁路

干线在站内交汇，每日通

过旅客列车 70 余趟、货运

列车近200趟，列车平均间

隔时间仅有7分钟，是内蒙

古西部地区连通京津冀地

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由于

京包、唐呼铁路在葫芦站

内交叉，列车运行中需要

相互避让，严重影响了铁

路运输效率。

施工改造预计于2020

年 10 月前完成，计划投资

2.93 亿 元 ，新 建 铁 路 线

11.28 公里、桥涵 17 座、路

基土石方149万方。这次施

工将现有唐呼铁路和京包

铁路的上下行线路分别相

互连接，使原来客货列车

站内交叉运行变为平行运

行状态，解开站内困扰运

输效率的“结”，打通两大

铁路干线运输通道，真正

实现客货分线运输。

为尽量减少对既有线

路运输组织影响，中铁呼

和浩特局优化施工作业方

案，将原来计划的土石方

爆破施工方式改为震动更

小、可控度更高的凿岩机、

挖掘机开挖作业，确保施

工作业期间临近线路列车

运行安全。同时，为了保护

施工范围内的乌兰察布市

霸王河水源地保护区，经

设计和施工方多次调整，

最终采取迂回绕过水源保

护区核心区域的方案，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的统一。

葫芦站枢纽疏解改造

工程完成后，将大幅提升唐

呼铁路的运输能力，为服务

蒙西地区煤炭和物资外运，

助力京津冀地区打赢蓝天

保卫战提供有力保障。

唐呼铁路葫芦站改造工程全面启动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随

着北斗最后一颗组网卫星

的发射成功，北斗卫星导

航应用与服务已成为人们

关注的热点话题。来自内

蒙古测绘院的最新消息：

从 2016 年开始建设的“内

蒙古北斗连续运行参考站

系统（NMG-BDCORS）”

现已在全区布设 161 座参

考站，并已经开始面向全

区开展相关服务，系统日

均活跃用户数量达 400 多

个。

在卫星导航领域，“连

续运行参考站系统”作为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是卫

星导航系统最为重要的组

成部分。目前国际上通用

的 GPS 卫星定位系统，就

是通过建设若干永久性连

续运行的 GPS 基准站，提

供国际通用格式的基准站

站点坐标和 GPS 测量数

据，从而满足各类不同行

业用户对精度定位、快速

和实时定位以及导航等要

求的。北斗卫星导航也不

例外。

据内蒙古自治区测绘

院卫星导航定位应用服务

中心主任张利生介绍，“内

蒙古北斗连续运行参考站

系统”由参考站、通信网

络、数控中心、用户服务四

大子系统组成，核心技术

与产品设备全部国产化。

该系统充分利用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优势，建成以北

斗为主，兼容美国GPS、俄

罗 斯 GLONASS 和 欧 盟

Galileo的多模多频综合卫

星导航服务系统，可实现

全天候、无人值守、自动化

运行。

据介绍，目前该系统

为免费开放，通过申请账

号，授权后用户登录固定

IP地址即可在全区范围内

享受多种精度、多种模式

的导航和定位服务，可以

广泛满足城市规划、自然

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

环境监测、公共安全等多种

现代信息化管理的社会需

求。该系统正在与邻省互通

互补，为实现全国“北斗连

续运行参考站系统”一张网

做好基础准备工作。

包头2020年“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启动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杨晓红） 7月

16日，包头市“关爱贫困群众基本生活 助力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2020年“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在固阳县举行，此次活动将为包头市贫困家庭眼疾

患者带来更多光明和福祉。

据了解，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由内蒙古

光彩事业促进会、老牛基金会、自治区红十字会等出

资发起，对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进行救治、对青少年

眼健康进行防治。

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光明行”活动已遍及

包头市10个旗县区的所有苏木乡镇和嘎查村社区，

筛查眼疾患者达22.78万人次，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3914例，为贫困家庭患者减免医疗费用587万元。

特色农业
助增收

7 月 15 日，农民在呼

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善岱

村的大棚中采摘食用菌。

近年来，土默特左旗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有机水稻、

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种

植，开辟了以“政府+合作

社+农户”为主体的生产经

营模式，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

摄影/新华社记者 彭 源

自治区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奖揭晓 315项成果获奖

我区已布设北斗连续运行参考站16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