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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 5月 7日电 （记者 韩继
旺）这两天，杭锦后旗头道桥镇的农田里、道路沟
渠两侧，一株株新植的果树苗迎风挺立，有的已
经开始绽发新绿。今年镇里与企业合作，以租地
造林方式营造经济林，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副镇
长苏发军说：“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栽果树，计
划栽植5000亩，主要品种有苹果梨、海棠、山杏
等，集中打造万亩鲜果基地。”

今年开春以来，巴彦淖尔市在推进河套平原
绿化过程中，因地制宜采取“政府+农户+基地”

“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项目+农户”等合作
模式，选取有果树栽培经验的村庄、已成规模的经
济林基地建设精品示范园区，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林产业。优先栽植苹果梨、早酥梨、枸杞等本地特
色品种，积极引进红早酥梨、水晶梨、红南果梨、树
莓、桑葚、油用牡丹等新品种。目前，全市已落实
经济林面积6.34万亩，其中落实精品示范园区39
个，面积达4.52万亩，投资额约42205万元。

巴彦淖尔市

发展特色经济林

本报呼伦贝尔 5月 7日电 （记者 李玉
琢）呼伦贝尔市是祖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也是国家和自治区的重点火险区之一。年初
以来，呼伦贝尔市本着形势早分析、工作早谋划、
预案早准备、方案早落实和人员早到位的工作思
路，超前谋划部署今年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全力
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墙”。

呼伦贝尔市有着12万多平方公里林地和8
万多平方公里草原。防火工作突出特点是面积
大，防护任务重；植被好，可燃物储量多；地形复
杂，火灾类型多；不但要预防境内火，还要监测堵
截俄、蒙入境火。

去冬今春以来，呼伦贝尔市大部分地区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降雪量偏少，大风天气增多。尽
管4月中旬全市范围普降瑞雪，对森林草原防火
形势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今年春防中，呼伦贝尔市提出力争实现“两

个确保”“两个提高”和“两个降低”。即：确保不
发生人为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确保不发生人员
伤亡事故；提高火灾当日扑灭率，提高火灾案件
查处率；降低人为火灾发生次数，降低森林草原
火灾损失。

呼伦贝尔市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严格落实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把落实森林草
原防火责任制情况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年度
进行考核。逐级签订防火责任状，“六包责任制”
全部落实到位，形成“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
责，分管领导直接抓、负主责，其他领导协同抓”
的良好局面。

进入防火期后，市级领导分别深入包片旗市
区开展检查指导和暗访督查。全市各级防火部
门、专业扑火队、检查站、瞭望台工作人员已进入
执勤备战状态。各旗市区注重从源头抓起，进一
步强化火源管理，从根本上防范森林草原火灾的

发生。
年初以来，各旗市区和市直属林业局重点完

成专业消防队伍建设任务，按建强专业消防队
伍，建全半专业消防队伍，建齐应急消防队伍的
要求抓好自身消防队伍建设，确保消防队伍建设
规模能满足本地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实际需
要。春防前夕，该市举办了全市森林草原防火指
挥员暨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累计培训182人
次。各旗市强化各级各类防火职能人员培训工
作，大力开展防火专业训练和紧急避险训练。

今年春防中，呼伦贝尔市大力推进防火联防
工作，健全各级联防组织，明确联防区域，完善联
防制度，签订联防协议。4月16日，市森林草原
防火指挥部与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
局森林防火指挥部召开了第二次防火联防工作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联防区域、联防工作职责、联
防工作内容和联防工作制度。

呼伦贝尔市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墙”

本报包头5月7日电 （记者 吕学先）内蒙古科技大学工程训练
中心创新基地可以称得上是熔融挤出打印机的展览馆。产品包括桌面
塑像类、竞赛连接件类、创新创意作品类、机械传动件类、发明创造类和
建筑模型类等等。这期间，先后有180多名学生参加制造3D打印机研
制活动，并在实践中成长起来。

在创新基地，师生们独立完成了各种FDM型3D打印机的设计和
制造。学生们不仅动手组装起3D打印机，还把宿舍变成“微型工厂”，
生产各类3D打印的创新产品在网络上销售，受到欢迎。

苏自峰是内蒙古科技大学2014级的学生。学习期间，他学习并组
装了一台3D打印机并和几个同学合作制造出许多3D打印成品。他还

通过网络卖掉了10多套用3D打印机制造出的行星齿轮系、减速箱等
产品。

2017年在自治区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中，
苏自峰用自己制造的3D打印机制造了比赛小车并在“电控小车”组比
赛中获得一等奖，他还用自己制造的3D打印机帮助内蒙古民族大学、
河套大学等参赛队现场制造零件。

早在2012年，内蒙古科技大学教师张巍等人在工程训练中心就正
式开设了《3D快速成型技术》课程，从那时就开始研究熔融挤出3D打
印成型技术。2015年，张巍等人利用原代码，经过设计和研究，扩充了
工程训练中心原有泰尔“UP”打印机的功能，从打印单一材料扩展到打

印十几种功能材料；从专用软件扩展到通用软件；从单一尺寸扩展到任
意尺寸，极大地减少了设备的维护成本，增强了设备的灵活性、通用性。

从2015年制造出第一台3D打印机到现在，张巍团队已经制造出
如三角形、H形、口子形、半手臂形，特别是国内罕见的圆形3D打印
机。可以用PLA、ABS、尼龙、竹纤维、碳纤维、含铜、铝、青铜等金属的
复合材料加工各种创新产品。

如今，凭着过硬的制造3D打印机设备的制造和建模技术，缩短了
比赛小车的设计、优化制造周期。在2017年内蒙古科技大学承办的自
治区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中，该校师生共荣获
3个大项目8项一等奖中的7项。

内蒙古科技大学学生3D打印创新产品受欢迎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7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连日来，呼和浩
特市环保局组成检查组分赴市4区
供热企业、学校医院及土左旗等
地，严查各地存在的环境违法违规
行为，给有污染环境情况的企业亮
红牌。

检查组一行采取不通知企业、
不通知属地环保局，随机抽查的方
式，先后查看了呼和浩特市城建委
供暖处第九供热车间、泓利泰锅炉
房、安泰热力等供暖企业，对各供
热企业的煤场渣场、供暖车间、循
环碱池运行脱硫除尘和在线监测
设备等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对暗访中居民举报和检查中
实地查到的土左旗北什轴乡卡台
基村的内蒙古犇腾牧业第九牧场
污水通过沟渠直排农田，对周边土
壤环境造成污染隐患问题；内蒙古
丰泰发电有限公司储煤场西侧未
采取减速、苫盖和洒水等降噪降尘
措施，导致噪声和扬尘污染严重影
响百姓生活等问题，执法人员实地
督查和调查取证后，勒令犇腾牧业
第九牧场拆除直排软管，责令丰泰
发电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并对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给予行政处
罚。

另外，对群众反映的在排污过
程中产生异味的内蒙古阜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常盛制药有
限公司、金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下达环境问题整改通知
书，并责令限期整改。

目前，环保部门已成立专项督
査小组对上述违规企业整改工作
实施专项督查并就整改进展情况
要求企业实施月报告制度，并对完
成情况进行验收。如整改后仍达
不到相应排放要求，将采取严惩及
重罚。

呼和浩特市
出重拳严惩
污染环境行为

本报通辽5月 7日电 （记者
薛一群）卫生清洁、居家照料、代买
维修、陪伴接送……在APP上注册
后，发送服务需求，服务师可根据
服务内容接单，并上门为老人服
务。近日，通辽市“网上养老院”正
式启动运营。

经过多方市场调研、评估，以及
借鉴北京等地养老的先进经验，通
辽市从北京引进“网上养老院”拐棍
网，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网
上养老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试
点，打造“互联网+养老”的居家养老
服务新模式，并采取以点带面方式，
逐步在全市推广。试点期间，5065
名具有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户籍、
70周岁以上、不享受退休金的老年
人，每人享受200元试点补贴。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
势，通辽市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政策扶持、社会主体、多元发
展”的思路，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业
建设，初步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
市共建成社会福利中心及养护院
14 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09
所、农村牧区互助养老幸福院 86
所、农村牧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95所，农村牧区敬老院 52所。全
市养老服务机构达489所，公办养
老机构达452家，社会办养老机构
达37所，初步实现社区居家养老城
乡全覆盖。

通辽市
“网上养老院”
上线

本报呼和浩特5月7日讯 （记者 皇甫秀
玲）近日，呼和浩特市城管执法局启动全市建筑
工地夜间巡查整治“零点行动”，巡查整治扬尘污
染、渣土运输车辆带泥上路、随意倾倒、沿途遗撒
等违法违规行为。

此次行动，呼和浩特市城管执法局严把渣土
运输车辆的审批关，从源头严管渣土运输车辆，
凡施工工地的渣土运输要求必须由有资质的渣
土运输企业进行运输，严禁私人私拉乱载。同时
提出精细化管理要求，要求所有在施工地必须配
备完好的冲洗平台、降尘设备、洒水车等配套设
施，工地渣土运输车辆必须使用新型绿色环保密
闭车辆。对在巡查中发现问题的，执法人员下达
整改通知书，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此外，严抓
噪音污染，严格管控全市各建筑工地夜间超时违
法施工行，督促施工企业落实责任、文明施工，从
源头上减少和预防不文明施工行为的发生。

呼和浩特市

“零点行动”整治不文明施工

本报通辽5月7日电 （记者 薛一群）春
日里，走进库伦旗水泉乡寿因寺遗址公园，十几
棵古松巍峨耸立，树叶繁茂。据附近村民介绍，
经常有外地游客前来观赏古树、祈福，带动了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通辽市加大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力
度，组织林业技术人员研究古树名木保护、复壮
技术，针对不同状况制定复壮技术方案。并对全
市已发现的古树名木进行登记建档，“一树一档”
建立古树名木信息档案，详尽记录树种、树龄、胸
径、冠幅、生长势、生长环境等信息。整理记录有
关古树名木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加深人们对
古树名木的了解，提高大众保护古树意识。

据了解，全市登记录入古树名木 428 株
（群），27个树种。其中古树国家一级10株，二级
47株，三级349株，共406株。古树群20个（计
10922株），名木群2个（计4200株）。古树树龄
最大的是科左后旗乌丹林场五角枫达850年。

通辽市

为古树名木建立信息档案

本报包头5月7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近日，由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包头市教育局
主办，包头市马头琴协会等协办的包头市第一届
马头琴演奏大赛举行。

本次比赛分少儿个人、少儿组合、青年个人、
青年重奏4个组进行，来自包头市各中小学、少年
宫及青年马头琴爱好者共200多人参加。白云鄂
博矿区蒙古族学校、包头市哈达道小学、包头市南
开小学、包头市科技幼儿园分别演奏的《鸿雁》《远
方的母亲》《蒙古马》等蒙古歌曲，赢得现场观众阵
阵掌声。大赛对各组优胜者进行了表彰。

2017年在5月，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
实训基地落户包头市九原区蒙古族小学。近年
来，包头市不少学校把马头琴教学纳入学校第二
课堂，该市在业余时间学马头琴的青少年日益增
多，马头琴教育在不断推广。

包头市

举办首届马头琴演奏大赛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随着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的改
善，野生鸟类越来越多，为培养和增
强公众保护意识，崇尚生态文明的
良好风尚，近日，锡林郭勒盟举办主
题为“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色家
园”的爱鸟周主题活动。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为保护野
生动物采取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国
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设立禁猎
区、设定禁猎期、以及开展普法宣
法、联合群治、巡护检查、收容救助、
专项严打”等诸多措施。特别是为
了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行为，相继开展“春雷、绿剑、雪源、
保护候鸟”等严打行为上百次，累计
查处各类案件26681起，拯救野生
动物10万余头（只），有效地保护了
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鸟类
人人有责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影报道

近日，巴彦淖尔市“传承红色基
因 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在市
文博中心美术馆启动。当天来自巴彦
淖尔市蒙古族小学和金川学校的共
700余名学生参加启动仪式并进行了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的集
体宣誓。

启动仪式结束后，学生们还参观了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摄
影展，本次摄影展共展出270幅记录全
市青少年学习生活与工作的优秀作品。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为
学
生
们
发
放
相
关
书
籍
。 森林公安民警向学生介绍保护野生物知识。

集体宣誓集体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