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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刘 睿）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

以来，该局全面部署开展

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和追溯

管理工作，加强了进口冷

链食品的排查和处置。

据介绍，自11月以来，

部分涉疫食品流入我区呼

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

峰、巴彦淖尔、呼伦贝尔、满

洲里、通辽8个盟市。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收到

关于涉疫进口冷链食品通

报函件 18 份，均迅速部署

督促指导盟市局开展排查。

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涉疫

进口冷链食品约117.46吨，

责令下架并封存约 72.39

吨。涉疫进口冷链食品包

括：法国冻带骨猪中段、澳

大利亚冷冻羊肉、冷冻鸡

腿、巴西冷冻去骨牛肉、冻

猪心、德国冻猪前肘、印度

冻带鱼、冻带骨猪肉、美国

冻猪手、阿根廷牛肉等 10

个品类产品。经对相关货

品、内外包装、外环境及密

切接触人员核酸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涉疫货物全部

按照地方疫情指挥部统一

部署进行处置，有效防范新

冠疫情在我区通过进口冷

链食品传播风险。

据了解，为强化进口冷

链食品疫情常态化监管，自

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

对使用、销售、贮存进口冷

链食品的生产企业、农贸批

发市场、批发企业、商场超

市、餐饮企业以及第三方冷

库的日常巡查、抽查检查力

度，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建

立冷链追溯体系，严查进口

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做到来

源可查、去向可追。对来源

不明、相关票据不全的进口

冷链食品加大查处力度，实

施进口冷链食品报备管理。

严格落实预防消毒措施，会

同相关部门指导食品生产、

加工、贮存、销售、餐饮服务

等生产经营者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做好进口冷链食品

内外包装、贮存场所、生产

加工设备等清洁消毒。

同时，自治区将加强进

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快速

推进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

台建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目前已基本建成进口

冷链食品追溯管理系统，并

已在呼和浩特试用两周，拟

于近期统一部署在全区推

广使用。

我区46个旗县
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查 娜） 记

者昨日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103

个旗县中已有46个旗县完成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建

成率45%，超额完成了水利部下达我区2020年40%建

成率的建设任务。

据了解，2019年10月至今，我区共有217个规划

和建设项目建立了节水评价登记台账，其中自治区本

级共有17个。全区40个自治区、盟市、旗县级具备独

立物业管理条件的水利机关全部建成节水机关；全区

建成了7所节水型高校，完成了水利部下达我区2020

年6所高校建设任务；全区5个行业35家规模以上高

耗水企业全部建成节水型企业；大力开展节水型公共

机构建设，截至2019年底，全区累计建成自治区级节

水型机关单位34家，建成率达到50%。2020年度自治

区本级共对109户用水户实施了计划用水管理，下达

计划用水280.75亿立方米；不断加大节水宣传力度，

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世界环境日”等关键时

间节点，自治区水利厅联合有关厅局在全区组织开展

了“节水内蒙古 我们在行动”系列宣传活动，及节水

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主题宣传活动，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节水氛围。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段 丽 萍）

12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

卫健委通报：2020 年 12 月

23 日 7 时至 12 月 24 日 7

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

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治愈出院4例（均为满洲里

市本土病例）。

截至12月24日7时，现

有本土确诊病例1例，在满

洲里市定点医院进行隔离

治疗。当日无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现

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5人。

扎赉诺尔区第四街道由中

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至此，满洲里市区、扎赉

诺尔区全部为低风险地区。

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 15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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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24时，现有

无症状感染者0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

到，近日，第二批全国50个

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公布，

我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托

亚家庭牧场和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斯庆家庭牧场入

选，加上此前入选的兴安

盟科右中旗白海林家庭农

牧场，我区已有3个家族牧

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

镶黄旗托亚家庭牧场兼顾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坚持

以草定畜，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通过科学繁育、严格选

育、标准化饲养，大力发展

察哈尔羊养殖，探索出一条

“精养、少养、绿色、高效”的

生态型可持续草原畜牧业

发展之路，在保持牧场良好

生态情况下，连续三年增

收，2019 年纯收入达到 21

万元。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斯庆家庭牧场是种养结合、

生态绿色现代化家庭牧场

典型，通过科学防疫、优质

繁育、精细管理，逐步改良

提升阿尔巴斯山羊生产性

能，不断提高养殖水平，同

时，加强棚圈、饲草料基地

和加工等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生产率，利用养殖中产生

的粪便、有机物肥田，种植

优质牧草，形成了种养结合

良性循环，基础母羊养殖数

量达到了400只，每年育肥

羔羊400多只，每只羊收益

1400 多元。两个家庭牧场

在自身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牧户

由传统的经营模式向现代

化经营模式转变。

近年来，全区家庭农

牧场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

涌现出一大批产业特色明

显、运作管理规范、示范带

动作用大、社会影响力强的

示范家庭农牧场。截至 11

月底，全区农牧部门认定的

家庭农牧场2.46万个，县级

以上示范家庭农牧场3850

个，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

系统的规模经营户27.65万

个。下一步，自治区农牧厅

将继续加大培育力度，推进

示范创建，推广典型经验，

促进我区家庭农牧场高质

量发展。

乌拉特中旗国家光热示范项目
实现满负荷发电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获悉，内蒙古

乌拉特中旗100MW槽式导热油10小时储能光热发

电项目日前实现满负荷发电，成为国内同纬度下第一

个满负荷发电的光热项目。

该项目是国家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中单体规模最

大、储热时长最长的槽式光热发电项目，由中国船舶

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建设、调试和运维。电

站全面投运后，年发电量约3.92亿千瓦时，年节省标

煤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万吨、减少硫氧化物排放

9000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4500吨。

光热发电项目集发电与储能为一身，对于保证电

力系统安全、高效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发展光热

产业有利于促进钢材、玻璃、水泥、传统火电等传统行

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提升相关行业技术水平，带动能

源装备产业发展。

该项目于2018年6月正式动工，2020年1月8日

首次实现并网发电。项目建设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中船新能编制了200余项光热标准、规范、工艺等

技术体系，创造了光热项目单日系统注油570吨的世

界纪录、单日注油38个集热回路的世界纪录、集热场

一次流量平衡调节精度世界纪录、建设周期和调试周

期最短的世界纪录。 （张 泉）

未来三天
内蒙古雨雪少
气温低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马 丽 侠）

近期内蒙古气温偏低，降

水偏少，记者12月24日从

内蒙古气象局了解到，预

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仍难觅

雨雪踪迹，大部地区气温

将保持偏低状态。

12 月以来，内蒙古气

温偏低，降水偏少，全区平

均气温在零下 3.1 摄氏度

至零下 20.2 摄氏度之间，

较常年同期偏低 0~8.5 摄

氏度。预计24日起的3天，

内蒙古雨雪稀少，仅锡林

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

市北部、兴安盟西北部有

分散性小雪，其余地区晴

间多云，西部偏北和中部

地区4~5级偏西风。

预计 12 月下旬，内蒙

古西部偏北大部、中部大

部、东南部偏东和东北部

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3 摄氏度，其中，中部偏

东北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偏

高3摄氏度以上，其余大部

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0~1摄氏度。

表彰表彰
12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2020年冬训动员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

举行。自今年9月份比赛陆续开始，该中心运动员共参加全国锦标赛、冠军赛、青年赛、大师

赛等23场赛事，获得金牌38枚、银牌24枚、铜牌41枚的优异成绩。自治区重竞技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朝鲁表示：2021年是奥运年、是全运年，我们要打造一支能打硬仗、敢打恶仗、打

出胜仗的钢铁队伍，和衷共济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东京奥运会上为内蒙古争光添彩，再创内

蒙古体育事业的辉煌。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牛天甲 实习生 刘炳廷

我区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的排查和处置

我区3个家庭牧场入选全国典型

内蒙古新增治愈本土病例4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