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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5 月 23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目前，为期8天的2018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包头站正在包头
市体育中心网球馆开战，来自12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百名职业球员在草原钢城进
行网球较量。而此次比赛的场馆——包
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也是目前全国最大
的室内带看台红土场地网球馆。

据了解，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

位于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内，是该公
园“三馆”之一，建筑面积15284平方
米，总投资约2亿元，体育建筑等级为
甲级，馆内比赛场地3片，热身场地一
片，有固定座椅2500个。该场馆为国
家甲级场馆，具备承办网球项目全国
性和低级别国际比赛功能，兼具网球
培训及全民健身功能，为功能齐全、内
外环境一流的室内网球馆。

全国最大室内带看台
红土场地网球馆亮相包头

本报鄂尔多斯5月 23日电 （记
者 郝雪莲）5月 22日，由内蒙古汇能
煤电集团公司投资120亿元，年产 16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在鄂尔多斯
圣元煤化工基地开工建设。

汇能煤制天然气项目总投资200
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年产4亿立方
米煤制天然气项目于 2010 年 4月开
工，2014年 10月正式投产，累计生产
煤制天然气14亿立方米，在国内煤制
天然气项目中创造了试车时间短、转化
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的优良记录。二期
年产16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预计
2021年建成投产，投产后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65亿元，上缴税费9亿元，带动
3000人就业。

汇能煤制天然气项目于 2009 年
12月由国家发改委核准，是全国首家
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煤制天然气
示范性项目。该项目填补了国内采
用水煤浆气化技术生产煤制天然气
的空白，成为国内已建成煤制天然气
项目中唯一连续安全稳定运行的示
范项目，为实现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
用、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探索出一
条新路径。

汇能年产16亿立方米
煤制天然气项目开工

本报5月23日电 （记者 赵丹）
5月23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文化艺术
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

为迎接建旗60周年，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于5
月23日至28日在内蒙古美术馆7、8号
展厅举办了文化艺术展。在现场，通过
文艺演出、文化艺术展示、旅游产品推
介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60年来的
发展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宣传推介
了两旗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文
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60年来，在党
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各族人
民群众团结奋斗、守望相助、砥砺前行，
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
了一曲曲团结奋进之歌、艰苦创业之
歌、守边固防之歌、开放发展之歌。

文化艺术展见证60年发展变化

本报呼和浩特5月23日讯 （记
者 宋爽）5月23日，自治区政府法制办
召开《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
例》）立法论证会。

会上，自治区政府法制办有关人员
就《条例》的立法背景、起草过程、主要内
容进行了说明。10余位专家学者和自

治区各有关部门同志从理论、政策和法
律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和
建议。

我区60周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区总
人数比例达到18%，应对人口老龄化面
对的形势非常严峻，妥善解决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我区经济社会发
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百姓福祉。

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论证会召开

本报鄂尔多斯5月 23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李慧来）初夏，
记者见到已经脱贫的刘文其时，他信心
满满地说：“今年，我想靠自己的奋斗，
让家庭纯收入力争上10万元！”

家住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七份子村
南社的刘文其，曾经两次遭遇车祸，花
费了巨额医疗费，由于不能干重活，家
里缺少经济来源，成为贫困户。自从脱
贫攻坚政策实施后，刘文其一家3口享
受到扶贫搬迁补贴，建起新房，还享受
到1.2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和4只肉羊
补贴，有了好政策支撑，刘文其和妻子
下决心力摘“穷帽”。2017年，刘文其
把种植面积扩大到60亩，种植了番茄、
西瓜套种葵花、青椒、打籽葫芦等经济
作物。到年底算账，60亩地纯收入6万
元，另外他家养的猪、羊，纯收入也突破
9000元，当年就实现了脱贫。

如今在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越来
越多的贫困户在脱贫道路上扬帆起航，
让一个个贫困家庭看到了希望。

按照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署，白泥
井镇不断拓宽帮扶力度，结合本地实
际，精准发力，制定6种模式激活贫困

户脱贫“造血”的功能。
定额分红模式。通过“强农贷”与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企业按照一定比
例返还贫困户资金，促使贫困户稳步
脱贫。“强农贷”主要针对履行扶贫责
任的农牧业龙头企业、“种养殖”大户、
专业合作社、小微企业，贷款额度在
10—500 万元，贴息不高于 3%，用来
引导经营主体和贫困户构建利益联结
机制。

托管分红模式。按照“龙头企业+
合作社+扶贫互助小组+贫困户”模式，
利用产业发展资金投资入股，与龙头企
业合作，公司负责具体经营，政府全程
托管，实现企业与贫困户收益双赢。政
府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0万元作为
本金入股，将所得利润70%用于分配当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20%用于村集体经
济发展，10%用于后续滚动发展。目
前，白泥井镇已与金泰禾公司合作，在
七份子村杨二壕社承包3个喷灌园共
1200亩，种植水果玉米；在白泥井村承
包8个喷灌园共6000亩，种植有机青
贮玉米。

直管分红模式。通过“企业+党支
部+合作社+扶贫互助小组+贫困户”模
式，镇政府与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公司负责提供籽苗、化肥、耕种、收购
等，全程一条龙服务。具体事务由村党
支部支持和协调，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村党支部引导本村合作社参与管理，吸
纳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管理；扶贫
互助小组对接公司、党支部、合作社和
贫困户，保障种植管理全过程有人监

管。目前，计划与骑士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在唐公营子村种植甜菜
936亩。

捆绑结对模式。通过市直包联帮
扶单位、驻镇单位、企业实行“点对点”
结对帮扶，采取入股产业园、资金扶持
发展养殖、提供就业岗位、帮助销售农
畜产品等措施，深入了解贫困户致贫原
因，根据贫困程度不同，因贫施策，制定
详细帮扶措施，达到帮扶单位齐出力，
社会各界共帮助的良好局面。

家族互助模式。通过选择家族内
德高望重人士，建立家族帮扶互助组，
组内成员在种养技术上互通，劳动力上
互助。同时，鼓励家族创业成功人士返
乡创业，发展家族产业合作社或产业，
利用家族内部合力，帮助家族内部贫困
户脱贫。

村户联动模式。将扶贫互助资金
入股村集体经济，村集体资金交由合作
社经营，固定每年返还一定比例给村集
体。村集体于每年年底，通过村民代表
大会表决，从收益资金中按照一定比
例，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达到村集体
帮助贫困户脱贫的目标。

白泥井镇6种模式激活“造血”功能

自治区首家数码农场投入使用
5月23日，工作人员正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恰台基村的有机水稻种植区查看水稻秧苗长势。近日，自治区首家数码农场在

该种植区落成并投入使用。据悉，数码农场是由中科院专家与内蒙古稼泰育种与产业升级研究院合作建设，应用染色体组设
计分子育种技术，培育具备抗碱耐盐、抗冷等抗性新品种和香味、糯性等优良米质品种。对挖掘内蒙古水稻适宜品种资源，扩
展稻米生产，带动地区农业产业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上接第1版
目前，包头市拥有9个工业园区，

其中，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构
成包头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2017
年，全市9个工业园区（开发区）入驻工
业企业 1600 余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1673亿元，实现税收52亿元，工业聚集
效应和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凸显。与此
同时，现代服务业、农牧业快速发展，5
个现代农牧业示范园区、3个食品加工
园区迅猛崛起，物流业“六园区”“三基
地”快速跟进……

俯瞰草原，我区正加快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围绕“优化存量、做优增
量”，着力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据自治
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统计显示：2018
年我区计划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347个，总投资3057.6亿元，2018年计
划投资 990亿元。其中新建项目 169
个，总投资1282.7亿元，2018年计划投
资477.4亿元；续建项目178个，总投资
1774.9亿元，2018年计划投资512.6亿
元。大数据云计算项目共14项，总投

资120.4亿元，2018年计划投资37.5亿
元。其中新建项目8个，总投资51.6亿
元，2018年计划投资17.2亿元；续建项
目6个，总投资68.6亿元，2018年计划
投资 20.3 亿元。生物科技项目共 30
项，总投资145.6亿元，2018年计划投
资99.4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7个，总
投资76亿元，2018年计划投资44.4亿
元；续建项目13个，总投资69.7亿元，
2018年计划投资55亿元……这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的投产达效，对我区工
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带动
作用。

好项目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的意见》明晰：培育壮大非煤产业、非资
源型产业。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强化平
台支撑，支持前瞻性基础研究，力争在
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
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取得
突破性成果，开展示范应用。壮大装备
制造业，推动重型成套装备、工程机械、
综采装备、电力装备等传统装备制造产

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环保装备、新能源装备等现代装备
制造业，发展通用航空装备、智能制造
装备等新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大数据云计
算、信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蒙
中医药等产业。发展基于“互联网+”的
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优化
大数据发展空间布局，加强大数据技术
产品研发，培育大数据核心产业，构建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鼓励
发展稀土、石墨烯、生物基材料、高分子
材料、储能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建设若
干新材料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坚持
质量强区，支持创建特色品牌，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

意见还提出，我区要加快改变简
单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粗放型资源开
发模式。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瞄准国际标准
提高装备技术水平，延长产业链条，推
动资源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发展。支持煤电、煤化、煤
电冶、探采选冶加一体化发展，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率和产业精深加工度，
2020 年煤炭加工转化率达到 50%以
上，有色金属加工转化率达到 70%以
上。推进现代煤化工高端示范，加快
传统煤化工技术升级，发展精细化
工。扩大稀土高端应用，提高稀土资
源综合利用水平，建设国家级稀土新
材料创新中心。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
综合配套改革，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
合试验区。提高农牧业产业化和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做大做强乳肉绒、
粮油饲、薯果蔬、林沙草等特色产业集
群，推动乳业提标升级，振兴羊绒服装
业，重塑毛纺和皮毛加工业。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进入新
时代，对表高质量，内蒙古要将重点放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做实做强做优
实体经济，在实践中牢牢把握发展“第
一要务”、用好人才“第一资源”、激发创
新“第一动力”，推动新旧动能加速转
换，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向着高质量
发展目标稳步前行，把祖国北部边疆这
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内蒙古：新旧动能转换千帆竞发

■上接第1版
随着这两年，兴安盟先后引进爱

放牧（兴安盟）生物质新材料、北京中
农绿能、内蒙古一方等多家大型企业，
不断加大对我们这个族群的综合利用
力度，我们被加工转化成为了炙手可
热的清洁能源和牲畜的“营养餐”，甚
至还成为了炭机肥料和新型材料，变
废为宝了。

去年秋收结束后，离开田地的我
们被送到了乌兰浩特市振农生物质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在那里的秸秆颗粒
生产加工厂，经过粉碎、烘干、生物质
处理等工艺后，我们变为了短短胖胖、
粉笔一样的颗粒。这时候的我们可以
说是身价飙升，每吨被卖到了550元
到 650元，让农民朋友对我们有了重
新的认识，再也舍不得一烧了之。

今生：捧为宝贝疙瘩 成为市场
新宠

作为今年春耕期间，兴安大地上
炙手可热的新兴肥料，我永远不会忘
记是谁捧我为宝贝疙瘩，让我成为肥
料市场新宠：得益于2016年10月，兴
安盟引入的中国碳化技术龙头企业

“三聚环保”，在科右前旗成立的爱放
牧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

作为自治区首个万吨级秸秆生物
质综合循环利用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1.7亿元，年生产炭基缓释复合肥9万
吨，能彻底实现全盟范围内秸秆综合
循环利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超2亿
元，利税超过5000万元，新增就业岗
位160多个。

在科右前旗爱放牧集团，搭上了
创新科技的列车，我们秸秆继续化腐
朽为神奇，通过那里的“中低温厌氧快
速炭化分离技术”，变身成了生物质炭
肥、土壤改良剂等“高大上”产品。这
家企业每天可以消耗我们秸秆颗粒20
吨，全部投产后可以年消耗秸秆量近
30万吨。

别看我以前枯枯黄黄不起眼，用
我为原料做出的生物质炭基肥可是营
养丰富，不仅能补充植物所需的碳元
素，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
水保肥能力，还有驱虫防虫、提高农产
品品质等一系列功能。用我做的肥料
种出的富碳水果又大又甜、大米又白
又香，每亩能给农民增收50到100元。

除了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原
料化、燃料化的“五料化”利用，我们还
为兴安盟经济发展尤其是扶贫工作带
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年，由爱放牧
集团、科右前旗人民政府和合作社三
家共同出资，在科右前旗建设了5家村
级秸秆造粒扶贫车间。

企业通过“扶贫车间”统一回收农
民废弃秸秆并加工造粒，“扶贫车间”
将利润的2%成立扶贫专项基金，通过
岗位扶贫、就业扶贫连接机制，帮助贫
困户实现精准脱贫。

同时，贫困户还可以用自家的秸
秆颗粒兑换生物质炭基肥，减少春耕
期间肥料的经济投入。今年春耕期
间，通过“百村千户—秸秆换炭肥”专
项行动，爱放牧集团已和 32 个村签
约，带动了584户贫困户。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胜利嘎
查，今年春耕，村里的稻旺水稻种植合
作社和25户贫困户的500多亩水稻都
用上了我们转化成的肥料。为了让这
些品质优良的农特产品走出兴安，京东
集团和爱放牧集团，联合打造了“京东
爱放牧扶贫农场”，种植户不仅买肥料
更省钱，种出的水稻也由京东农场订单
回收，销售后京东农场还会将10%利润
给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二次分红。

哦，对了！我的好兄弟，同样是农
业废弃物的玉米芯，据说现在也实现
了自己的价值。通过生物转化分离提
取，变成了木糖、L-阿拉伯糖等新资源
食品。今年秋天，蒙糖（内蒙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即将在科右前旗建成投
产，在那里他也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如今在兴安盟，我们秸秆“五料
化”处理串起了一条资源节约、低碳环
保、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绿色产业
链”，玉米秸秆转化利用量540万吨左
右，精细化利用率60%。既增加了政
府税收、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又从根
本上破解了由我们引起的环境卫生脏
乱差的顽疾。

听说今后兴安盟将主要把我们向
燃料化、肥料化、饲料化三个方向利
用，争取到2020年将我的家乡打造成
国家级秸秆产业化示范区。我相信很
快，我们秸秆家族就会摘掉困扰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老大难”的帽子，成为
现代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增
长点，我们要为美丽乡村建设做出我
们应有的贡献。

【记者手记】
小秸秆，背后牵动大民生。不烧，农

民伤神；烧了，市民伤身。作为农业大
盟，兴安盟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如何资源
化利用秸秆，避免焚烧与浪费，关系到兴
安盟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2015年，兴安盟行署与国际绿色经
济协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共同主办
全国性秸秆产业化大会，拉开了兴安盟
秸秆产业化大幕，加快培育市场，让企
业唱主角，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向规模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2016年国家农业
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兴安盟列为秸秆
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地区。

经过3年努力，兴安盟围绕秸秆综
合利用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先后引进了
北京中农绿能、北京三聚环保、内蒙古一
方等多家大型企业，目前，已有10个秸
秆产业化综合利用项目在兴安盟落地。

同时，为积极推动农村牧区秸秆燃
料化、肥料化生产，兴安盟投入5000万
元资金，用于秸秆设备、电力设施和厂
房建设等，在全盟规划建设了200个嘎
查村级秸秆颗粒加工厂，推进秸秆产业
化不断向前稳步发展。

从过去的农业废弃物，变身为现
在的农业再生资源。如今，在兴安盟
不起眼的小秸秆正在串起一条资源节
约、低碳环保、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

“绿色产业链”。未来，兴安盟还将继
续全力推进以秸秆为原料的新型生态
产业，“变废为宝”做“加法”，努力将兴
安盟打造成为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的试
验田、孵化器和排头兵。

“秸”尽所能照亮美丽乡村

■上接第1版
5月23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仁创

科技公司沙漠水稻基地内机声轰鸣，工
人们正驾驶着插秧机在水面上插秧，一
会儿功夫，成排成行的绿色秧苗点缀在
平整的水田里。公司经理杨国山说：

“我们以沙漠治理为目标，从去年开始
运用生态保水砂技术在乌兰布和沙漠
试种1000亩水稻，在秧田养殖鱼、虾、
蟹，打造鱼稻共生发展模式取得成功。
今年计划种植沙漠水稻1000亩，盐碱
地改造种植水稻500亩，同时放养鱼、
虾、蟹等水产种苗。按照规划，未来沙
漠水稻面积将发展到1万亩，可雇佣附
近农民到水稻种植基地打工，或是参与
承包种植，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巴彦淖尔市治沙局副局长任俊表
示，乌兰布和沙区综合治理社会参与规
模不断扩大，参与方式呈现多样性。从
2011年绿色生命组织等一些民间公益
组织小规模治沙行动开始，逐渐发展到
现在中国绿化基金会“蚂蚁森林”，每年
持续性投入，大面积造林项目，乃至正
在酝酿的“学习赛罕坝精神”10万亩以

上规模造林项目，都将对加快乌兰布和
沙漠综合治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我
们将按照全市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和绿色发展要求，积极挖掘潜力，筛
选储备涉及生态修复、产业开发、科技
支撑等10余个项目，争取在项目配套
建设方面得到国家支持，将乌兰布和沙
漠建设成为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为北
方干旱沙区综合治理提供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持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真是说到我
们心窝里了。”近来，阿拉善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乌斯太镇巴音敖包嘎查牧民
何玉杰，每天忙着在梭梭林地里采挖肉
苁蓉。“种植梭梭政府发补贴，梭梭接种
肉苁蓉，收入翻了番，既改善了草原生
态，挡住了风沙，还为牧民提供了收入
稳定的好产业。我家栽植梭梭3000多
亩，嫁接肉苁蓉1000多亩，每年靠沙产
业收入就达10多万元。通过种树，嘎
查环境美了，农牧民富了，还有效地阻
挡了沙漠移动的脚步。”

内蒙古阿拉善宏魁苁蓉集团是阿

盟较早实施生态治沙和沙生产业的企
业。步入该集团沙生植物园，只见一片
片梭梭林迎风摇曳，绿意盎然。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集团董事长祁成宏
深受鼓舞。“近年来，通过‘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牧民’的生态治理发展
模式，已发展成为阿盟集梭梭种植、肉苁
蓉接种、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肉苁蓉龙头企业，企业带动合作社
种植梭梭110多万亩。多年治沙经验表
明，以生态建设与沙产业发展相结合的
方式，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壮大企业实
力，带动农牧民增收，同时促进农牧民治
沙致富的积极性。今后，我们要进一步
将沙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建设、农牧民
脱贫增收结合起来，实现美丽与发展共
赢，让阿拉善天蓝地绿水净景美。”

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局长董介中
说：“鄂尔多斯市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为根本遵循，紧紧围绕产业、能源和交通
结构调整，加强工业污染源治理，坚决当
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先锋队，推动鄂
尔多斯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总书
记的讲话对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发

出了总动员，吹响了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冲锋号。鄂尔多斯市
生态环境保护系统要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落实好会议精神，深刻领会把握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领，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新要求。”鄂尔多斯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曦说。

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局长韩玉飞说：
“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讲话精
神落实到行动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主的方针，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铁腕治
理生态，让绿水青山为老百姓造福。”康
巴什区法院院长李敬国说：“作为司法工
作者，要肩负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责任，在未来通过刑事、民事、行政审判，
坚决有力地制裁各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
行为，为生态环境建设保驾护航。”

（综合记者 郑学良 刘洋 宋阿
男 郝飙 韩继旺 刘宏章 王玉琢
报道）

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