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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本报乌海 4月 26 日电 （记者 于海
东）乌海市乌达区将“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
理念落在实处，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实现项目建设接替有序、梯次推进、滚动发
展。在招商引资中着重引进能够充分发挥本
地化工资源优势的占地少、效益高的精细化
工企业。并且，园区原有企业也在政策和资
金引导下向精细化工转型。

在乌达工业园区，内蒙古源宏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年产2000吨四氟苯甲酰氯等医药
中间体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目前一期已投
产，二期工程在 3月初就已开工建设，预计
2017年内投产。

据介绍，今年乌达工业园区有望开复工

项目28个。将重点推进内蒙古东源科技2×
35万千瓦发电机组等项目建设，力促内蒙古
家景镁业30万吨甲醇项目达产达效。内蒙
古东源科技二期20万吨1，4-丁二醇、内蒙
古佳瑞米50吨杀菌剂、内蒙古久邦1000吨
奥美拉唑中间体等精细化工项目开工建设，
园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将向百亿规模迈进。同
时，内蒙古鸿盛2.2万立方米新型建材、内蒙
古金科发一次性全降解餐具等项目建设，将
促进园区支柱产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对于新建、续建项目，乌达区要求前期手
续有人盯，项目进展情况有人问，存在困难有
渠道解决。乌达区健全了干部包企、一企一
策对接机制，完善储备、签约、落地、开工、建

设、投产“六位一体”服务体系，确保重大项目
跟踪服务率达到100%；实施“周调度”制度，
通过每周一次的调度会，了解企业项目手续
办理、投资状况、建设情况，掌握企业在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帮助企业解决。

年初，内蒙古源宏精细化工需要贷款
5000多万元，经过企业自己努力后完成了
2500万元，还有3000多万元的缺口。在了
解企业存在贷款难题后，园区管委会积极协
调金融部门，经过多方奔走，终于促成了银
企双方达成贷款意向，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
行中。

此外，结合园区未来产业发展规划，乌达
区加快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蒸气、天然

气供应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水平，加快固废处
理项目建设进程。为满足园区企业蒸气用量
日益增长的需求，从1月起，园区就进行了蒸
气管网冬季施工。

除了工业项目，一些园林绿化项目将为
乌达区再添新风景。随着乌海湖大桥建成
通车，乌达区与海勃湾区距离缩短为一座
桥。乌海湖大桥乌达一侧连接线全长1.4公
里，将被打造成大片花海，该项目总规模67
万平方米，投资9576万元，已于2月27日开
始实施，预计6月前完工。今年，乌达区结合
旅游业、棚户区改造、工业园区建设，计划实
施6项绿化工程，总规模105.3万平方米，投
资1.14亿元。

乌达区重点项目建设梯次推进滚动发展
■风信子

本报兴安 4月 26 日电 （记者 胡日
查 高敏娜）连日来，在扎赉特旗音德尔镇源
龙路两侧绿化景观带建设工地，施工人员正
抓紧植树绿化。今年以来，扎赉特旗加强“七
网”建设，构建和完善市政、公路、航空、水利、
能源、信息、铁路“七大”网格体系，改善基础
设施条件。

市政网方面，完成音德尔镇海绵城市、道
路竖向规划编制，推进国家级园林县城创建，
提升城市品位。实施音德尔“两园两带一场
十三街路”建设，扩建多兰湖公园、提升西山
森林公园，建设阿敏河景观带、源龙路景观带
和法治广场，建设北山街、先锋路等13条市

政道路。实施城市亮化、美化等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推进棚户区改
造项目，完成征拆300户。实施供热、供水、
污水等管网改造工程，完成二热源迁址扩
建。加强小区物业管理，严厉查处私搭滥建
行为，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水利网方面，完成嫩江干流治理工程，推
进绰勒水利枢纽下游灌区项目骨干和田间工
程建设，力争开工建设“引绰济辽”文得根水
利枢纽工程，推动耿家屯水库批复立项。实
施流域综合治理、山洪沟治理、抗旱防汛应急
等项目，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提高自然灾害
综合防御能力。

能源网方面，推进荷马糖业、秸秆生物质
综合循环利用、粮豆产业化扶贫、生物有机肥、
嘉立铭废弃地膜回收利用和盛翔树脂基等项
目投产运行，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4.17亿
元。投资2334万元，对220千伏音德尔变电
站进行扩建。实施66千伏巴达尔胡农场、图
牧吉输变电工程，新建和改造10千伏线路237
公里、低压线路992公里，全面提升供电能力。

信息通信网方面，推动扎赉特旗大数据
中心建设，启用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深入
实施“互联网+”，引进跨境电子商务运营服
务平台。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农村
综合服务站等项目，全面增强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能力。加快实现城乡宽带网络普及、提
速，全面推进“三网融合”。

公路网方面，推进“三路两桥”工程，完成
音德尔至青龙山段和石头城子至兴华段二级
公路主体工程、七家子至喇嘛洞大桥二级旅
游公路路基和桥涵工程，力争完成花园大桥、
都尔本新大桥工程。争取通村公路和嘎查村
街巷硬化项目列入年度实施计划，推进国道
111线升级改造、音德尔大桥等项目立项批
复，统筹推动交通“三大主脉”建设。

铁路、航空方面，加快推进铁路和通用机
场项目建设，谋划推动绰尔河航运工程，加快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扎赉特旗织密“七网”补齐发展短板 ■信息吧

■图闻

本报通辽4月 26日电 （记者 郭洪
申）今年，科左中旗在确保300万亩高效节
水粮食功能区的基础上，重点建设“4 个
100”即，建设100万亩特色种植基地、100
万亩青贮和优质牧草基地、退耕还林100万
亩、肉牛养殖规模在“十三五”期间达到100
万头，带动农牧业增收、农牧民脱贫致富。

在敖包苏木关家嘎查荆玉谱家 13座
500 平方米的大棚里，圆葱幼苗长势喜
人 。“马上就可以移植到大田了，一棚的圆
葱幼苗能种30亩地左右，我留够100亩地
的，剩下的全部出售给其他种植户，仅此一
项可收入15万元左右。”荆玉谱说这是他今
年第一笔收入。

在花胡硕苏木产业屯嘎查牧民春梅家
的家庭牧场里，100多头黄牛膘肥体壮，近
30头基础母牛将在5月份至6月份集中产
犊。“我们合作社的几十亩地都种植青贮玉
米了，粮食价格不好但牛价不错，这个月刚
刚出栏的18头黄牛卖了30多万元。”春梅
信心十足。

“与以往的玉米一家独大相比，今年苏
木的种植结构有了很大变化。除了种植5.5
万亩滴灌玉米以外，还将种植3000亩红干
椒、6500亩甜菜、3500亩糯高粱、3500亩青
贮、1600亩中药材，圆葱、花生、西瓜、谷子、
黑小麦等作物3500亩以上。”敖包苏木副苏
木达孙尽逍介绍。

科左中旗：“4个100万”
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

本报呼和浩特4月26日讯 （记者 皇甫
秀玲）近日，来自我国北京、新疆、西藏、香港、澳
门、台湾等20多个省市地区和日本等国近万名
志愿者齐聚和林格尔县，参加“沙棘生态先锋”国
际沙棘植树节活动，在台阁斗村一处荒山栽下2
万多棵沙棘树。

据悉，本次植树节活动由中国绿化基金
会沙棘治沙扶贫专项基金、中国治沙及沙业
学会、和林格尔县政府、内蒙古宇航人公司举
办，以“种一棵沙棘，绿一片荒漠”为主题。此
外，还举办了公益晚会，为这次公益活动筹集
善款。

和林县

近万名志愿者植树2万余棵

本报赤峰4月26日电 近日，宁城县土龙
驴养殖基地在汐子镇土龙营子村开工建设。该
基地由党员养殖大户、宁城县土龙驴养殖合作社
牵头，按照“合作社+大户+基地”产业化经营模
式，流转土地500亩，计划投资1亿元。

据悉，宁城县土龙驴养殖基地按照科研繁
育、产品开发、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养殖
基地进行建设。分3期进行：一期投资3400万
元，养殖场所 34处；二三期投资 6600万元，各
建造养殖场所 33 处。基地建成后，预计年出
栏黑毛驴1.5万头，产值1.3亿元，利润3000万
元，将强力推动土龙营子村 13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稳步脱贫，带动全县及周边地区毛驴产业
的发展。

（暴国忠 宋明 黄国平）

宁城县

土龙驴养殖基地开工建设

本报呼伦贝尔4月26日电 “现在国
家的政策太好了，干部把扶贫产业以菜单的
形式送到贫困户家，让贫困户自己选择脱贫
产业，还给补贴。”扎兰屯市卧牛河镇三道桥
村村民贺盛业感慨地说。连日来，扎兰屯市
1000多名市、镇、村三级干部走村入户，将
扶贫产业菜单送到贫困户家中，帮助贫困户
选择适合自己脱贫的产业。

“我申请养6口猪，以前家里养过，猪舍
修修就行，养1口猪政府给800元的补贴，
够买猪崽了，6口猪怎么也能卖个一两万块
钱。”贺盛业说。

“扣大棚、建温室、开商店、种甜玉
米……都有补贴，真是为我们贫困户量身定
做的产业，政府为我们脱贫想得太周到了。”
三道桥村贫困户刘文江说。

今年，扎兰屯市以产业脱贫为中心，投入
资金5000万元，采取“菜单式”扶贫方式，政
府为贫困户提供发展产业“菜单”，群众通过

“点菜”的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政府给
予每户最高5000元补助，涉及的产业主要有
种植业、养殖业、休闲农业、农畜林产业加工
和销售等7大类20个方面，实现有劳动能力
的家庭产业帮扶全覆盖。对于没有劳动能力
的家庭采取入股分红的方式或社会兜底保障
脱贫，实现脱贫不落一人。 （姜峰）

扎兰屯：“量身定制”
产业帮扶不落一户

本报兴安 4 月 26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近日，扎赉特旗司法局党总支组织党员
深入扶贫帮扶点白辛嘎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为该嘎查建设的2座蔬菜花卉育苗大棚里，与
嘎查村党员干部、贫困户以及村民代表一起播种
育苗。

今年以来，扎赉特旗委组织部从抓实每月一
次“主题党日”活动入手，把旗直机关党建与乡村
党建融合起来，把党组织建设与服务中心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让全旗各级党组织开展的“主题党
日”活动，真在成为促进脱贫攻坚的“助推器”。
目前，该旗组织广大党员走进农村社区，开展助
力脱贫攻坚、环境整治等党员志愿服务活动，解
决实际问题220个。

扎赉特旗

“主题党日”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呼伦贝尔4月26日电 （记者 李新
军）今年以来，根河市委组织部强化组工干部能
力素质建设，坚持“认、准、实、快”4字诀，着力打
造讲政治、业务精、效率高的组工队伍。

年初，班子成员和各室中心负责人主动担
责，带头认领清单，将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建
设、干部超职数消化、特色人才开发、党建网站
建设等各项整改问题列为全年重点工作任务，
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找问题、查漏洞，精准对
焦。与此同时，把全年工作条目化、项目化、责任
化，建立责任科室、推进措施及完成时限工作台
账，点对点制定责任清单，实行挂账销号管理，实
行“事不过夜、马上就办”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
效率。

根河市

组工干部认领清单提升效率

本报兴安 4 月 26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近日，记者来到科右前旗阿力得尔牧场，
在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信息中心，通过扫码操作
便获取了该牧场的有机羊肉产地、收购批次号、
品种、加工企业等信息。

“有机养殖的确好！我家的乌珠穆沁大
尾羊喂的是青贮饲料，看病防疫都由场综合
服务站提供免费服务，从头到尾严格按照标
准饲养，不仅羊的出栏率提高了，卖价自然也
就跟着提高了。”阿力得尔牧场第二生产队职
工刘志宇说，目前全牧场像他一样通过认证
的有机养殖户有 49 户，超过了该场总牧户的
三分之一。

据悉，2013年，阿力得尔牧场乌珠穆沁大尾
羊通过国家有机认证；2014年，阿力得尔牧场成
为自治区农业部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项目建设
单位，同时也是自治区首家有机羊肉质量追溯生
产企业，2015年，通过专家组的验收考核，真正
做到了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质
量可追溯。

科右前旗阿力得尔牧场

有机羊肉有了“身份证”

神奇的印染、精美的饰品、精致的皮具……
日前，在牙克石市民族手工艺展会上，一件件地
方特色浓郁、构思巧妙的手工艺品吸引了近千余
名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此次展览旨在为当地
民间手工艺者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加强民
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全面展示牙克石地区的
民族文化风采，助力当地全域旅游的发展。

肇慧茹 张亮亮 摄

民族手工艺炫人目

近日，全区首座朗读亭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亮相，东胜
市民又多了一处可以享受朗读乐趣的静谧空间。这座外形
古朴的朗读亭酷似一座电话亭，内部设有一套完整的录音录
像设备，朗读者进门后可对着麦克风诵读诗词、美文、文学经
典或自创作品，录制成功后可免费复制带走。优秀朗读作品
还可参加“寻找朗读达人”评选活动。据悉，此次投入使用的
朗读亭共 2 座，其中一座为流动朗读亭，将常年免费向市民
开放。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摄

朗读亭亮相东胜区

近日，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第六届生态
杏花节开园仪式在红
山 口 村 文 化 广 场 举
行。杏花节以“魅力
红山口，青山杏花村”
为主题，以文艺演出、
书画笔会等为主要内
容，结合旅游推荐、摄
影采风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培育新城区大
青山前坡特有的旅游
品牌。村中现有本地
大杏树千余亩，兰州
杏树近千亩。正值杏
花绽开，蔚为壮观，吸
引 众 多 市 民 踏 春 赏
花，共度好春光。

本报记者 通拉
嘎 摄

又闻杏花
香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