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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25日讯 （记者 刘晓
冬）23至 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带领自治区党政代
表团来到福建省学习考察。福建省委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国，省委副
书记、省长唐登杰，省政协主席崔玉英

参加考察活动。
代表团先后来到福州市、泉州

市、厦门市，考察了中科院海西研究
院、星网锐捷公司、福州软件园、海
峡现代金融中心区、晋江市城市展
馆、安踏集团、五店市传统文化街

区、厦门软件园、厦门自贸片区、厦
门亿联网络技术公司。代表团详细了
解福建在发展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
新、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生态环保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切
身感受了福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生

动局面，对“晋江经验”和厦门变迁、
福建传奇的精彩故事由衷赞叹。

考察期间，两省区在福州举行座谈
会。李纪恒说，福建是我国最早对外开
放的省份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
力的地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长期在
福建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先导性、引
领性的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进行了大
量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取得了极其
丰硕的成果，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我们学习
福建，重点要学习借鉴福建全面深化改
革的好经验、全方位扩大开放的好做
法、转换新旧动能的好措施、建设创新
型省份的好机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
好传统、党员干部敢拼敢闯和真抓实干
的好作风，从福建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更好地学习和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发创业激情和
奋进动力，扎实做好自治区各项工作。
内蒙古与福建联系紧密、交往频繁，希
望两省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
创共赢发展的美好未来。

于伟国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
度重视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对进一步做好内蒙古工作提出殷
切希望和重要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推进高质
量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民族团结
和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绩，开创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新局面。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福建工
作的重要指示重要要求，加快建设新福
建。期待两省区携手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开拓国际市场、促
进旅游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入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在福建省学习考察
李纪恒于伟国唐登杰李佳崔玉英参加考察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 25日同伊
拉克共和国总统马苏姆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伊
建交 6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2015年两
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
了中伊友好新篇章，为两国关系
带来更多新机遇。我高度重视中
伊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开展互利合作，深化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马苏姆在贺电中表示，近年
来伊中两国关系显著发展，经贸
合作取得巨大进步。伊拉克愿全
方位拓展两国关系，造福友好的
两国人民，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安
全、和平与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互致了贺
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方愿
同伊方一道，不断巩固两国传统
友好，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阿巴迪在贺电中说，伊方愿
不断巩固两国关系，提升合作水
平，并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以实
现双方的共同利益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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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率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在福建省福州市学习考察。图为听取福州
软件园规划建设和生态建设介绍。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梁亮）
日前，内蒙古地质调查院在和林格尔
新区地热资源勘查工作取得重大成
果。

据悉，我区在和林格尔新区勘查出
一口地热井。地热井成井深度为2310
米，累计热储层厚度241.9米。该井为
自流井，水头高出地面110米，自流量
达 4030 立 方 米/天 ， 孔 底 温 度 达
68.64℃，出水温度为62℃，为含有多
种有益成分的锶矿水。该井是内蒙古

目前探明的水头最高、自流量最大的
地热井。它对于和林格尔新区清洁能
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质技术人员依据初步放压抽水
试验计算，该井地热流体每年可释放
3.17×1011KJ热量，相当于1.27万吨
东胜煤完全燃烧释放出的热量，单井
供暖面积可达22万平方米。此外，通
过地面物探、地面地热测绘及钻探工
作，首次确认了和林格尔新区存在一
个大型地热井田。

和林格尔新区
发现大型地热井田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核心区的东
南端，有3栋相连的灰色大楼分外引人
注目：一二层知名餐饮一个挨一个，停
车场停满了车，进进出出的是一张张年
轻的脸……这里就是乌兰察布市呼叫
外包基地，聚集了7家呼叫企业，近1万
人在此就业。

这仅是该市大数据产业展现的小
小一角。乌兰察布市还有位于集宁区
东端、占地13平方公里的中关村产业
等。随着国际巨头华为、苹果、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等的落地，乌兰察布大数
据产业已形成“一个核心区、四个基地”
的大数据发展格局。

在乌兰察布市，迅速发展起来的产
业还有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装备
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成该市强
大的新动能主体力量。

以招商引资为抓手 引入一批产
业

一直以来，乌兰察布市经济基础薄
弱、总量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十分突出。
怎么办？该市近几年解放思想、统

一思想，找问题找差距，理思路理办法，
不等不靠，抓住京津产业转移机遇，以
项目引资和建设为抓手，引进了一批企
业，优化了产业，走出一条绿色、创新、
非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路子。

乌兰察布市大数据局副局长吕佐
鹏说：“乌兰察布市充分发挥地缘、交通
和冷凉气候优势，提出建设‘草原云谷’
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以乌兰察布中
关村科技产业园为平台，围绕大数据产
业拓展上下游产业和配套产业，吸引高
新技术企业入驻，形成了高新科技产业
载体。同时，建设直通北京的双回路光
缆，集宁至北京亦庄144芯大容量专用
光缆已投入使用，第二回路投资1.81亿
元也将于年内建成运营，两地之间的网

络延时缩短到20毫秒以内，数据从这
里出发，瞬达首都、畅连全球。”

据了解，华为在一期运营取得较好
成绩，去年，又投资15亿元在乌兰察布
建设占地面积为404亩的北方数据中
心二期项目，预计2019年可全部投入
运营。

“我们企业能有好的发展得益于乌
兰察布市的政策，也得益于该市得天独
厚的优势：这里距北京320公里，京乌
直航仅1小时；京呼高铁正式通车后，
京乌直达仅需80分钟，符合我们企业
的发展定位。同时，这里电力资源丰
富，云计算执行0.26元/度的优惠电价，
不足京津地区电价的 1/3，自然节能
30%。以前企业一年电费需要 1000
万，现在只需以前的1/3；乌兰察布还是
著名的‘凉城’，数据中心可依靠自然降

温，减少企业成本；最为可贵的是乌兰
察布地质结构稳定，历史上从未发生破
坏性地质灾害，有利于数据的存储和灾
备，是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用地的理想选
择。”乌兰察布华为云数据中心负责人
对乌兰察布的优势如数家珍。

优越的区位交通、凉爽的气候、低
电价，这些非资源性优势变成了乌兰察
布市发展的“金笸箩”，备受投资商青
睐。

“过去，我们出去招商找企业，人家
都不知道乌兰察布到底是什么地方？
现在，是全国各地的企业纷纷找上门来
找我们谈合作、谈投资。”乌兰察布市经
合办主任、招商局局长弓箭说。近几年
乌兰察布市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推
出相关优惠政策、推进简政放权、建立
健全重大投资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绿色
通道等一系列政策，投资吸引力明显提
升，洼地效应全面释放。

据悉，该市上半年实施招商引资项
目177项，同比增长60.9%；总投资949
亿元，同比增长 13.4%；完成投资 96.3
亿元，同比增长15.6％。

■下转第2版

乌兰察布：把“好区位冷气候低电价”编成“金笸箩”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宋爽
梁亮）8月25日，自治区党委举办第95
期领导干部双休日讲座。国家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黄润秋应邀作了《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专题讲座。

自治区副主席包钢主持讲座。
黄润秋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

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质量绿
色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讲座理论性、
操作性、针对性都很强，对各级干部统
一思想、开拓思维、推动工作很有帮
助，也必将进一步激发干部群众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新贡献的热
情。

包钢强调，与会人员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殷切嘱托，
切实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
题，坚决打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

自治区直属机关、部分企事业单
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呼和浩特主会
场聆听讲座，各盟市、旗县（市、区）党
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在视频分会场
聆听讲座。

自治区党委举办第95期
领导干部双休日讲座

本报乌兰察布8月25日电 （记
者 王雅静）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的
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体育事业成就
展，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期间在乌
兰察布市体育场开展。

展览由自治区体育局概况、领导关
怀、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文化、体育

产业、足球发展、承办2020年第十四届
全国冬运会、体育文化及内蒙古体育博
物馆部分实物展品10个部分的内容组
成。展览展出了以我区体育事业成就为
主题的400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据了解，该展览将在乌兰察布市
体育场永久展出。

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体育事业
成就展在乌兰察布开展

■详见第3版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
北斗导航卫星

□本报记者 梁亮

提起内蒙古，首先想到的是一望无
际的大草原，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
云下面马儿跑”，是“一湾碧水映晚霞”

“风吹绿草遍地花”……
守护好这方蔚蓝、这片碧绿，是我

们的重要使命。
数据显示，2017年，我区12盟市环

境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85.3%，同比 2015 年上升 4.5 个百分
点。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浓度为34微克/立方米，同比2015年
下降17%。全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量分别较2015年下降11.4%、4.5%。

晴空万里、碧空如洗、云卷云
舒……微信朋友圈里，大家为蓝天白云
配的“画外音”带着浓浓的幸福感。

区域污染联防联治
每天到乌海市人民公园锻炼身体，

是王栓祥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生活

习惯。他告诉记者：“过去乌海的早晨
灰蒙蒙的，空气中有时能闻到一股烟
味，锻炼都要戴上口罩。现在不仅公园
的环境好了，而且蓝天也在增多。”

由于受地质地貌、气候条件和地区
产业特点等因素影响，乌海市大气环境
曾经饱受工业烟尘、粉尘、扬尘污染。
大气污染一度成为制约该市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最突出短板。痛定思痛，
乌海下定决心，向污染宣战。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焦化行业提
标改造，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城区烟尘
扬尘粉尘综合整治，乌海市通过“四大
工程”，还同周边盟市建立环境执法联
动机制，共同治理大气污染。

自治区环保厅副巡视员张树礼介

绍，为全面推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工
作，我区已于 2015年 8月成立了乌海
市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领导小组，2016年以来乌海及周边地
区累计投入治理资金125.94亿元，共完
成治理项目1542个。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推进下，
联防联控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7 年，乌海市二氧化硫、PM10、
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为 51微克/立方
米、113微克/立方米、44微克/立方米，
较2015年分别下降19%、14%、20%。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73.4%，比 2015年
的 63.9%提高了 9.5个百分点，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

不仅是乌海周边，通过多年来的努

力，我区治理大气污染效果显著。2017
年，我区二氧化硫平均浓度较2012年
降低 12微克/立方米，下降36%；地级
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比2013年降
低24微克/立方米，下降42.8%。重污
染天数逐年下降，2017年发生重污染
天数较2015年减少33天，优良天数较
2015年增加了17天。

2017年，我区在京津冀及周边7个
省（市、区）中PM2.5平均浓度最低，改
善幅度最大，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最多，为
京津冀的大气环境改善做出了积极贡
献。

天更蓝了、地更绿了、空气更清新
了，是内蒙古人这些年的共同感受。

重点行业铁腕治理
2016年8月31日，服役56年的包

钢集团炼铁厂2号高炉开始拆除。拆
除后，包钢压减生铁年产能133万吨，
每年减排烟粉尘2800吨、减少二氧化
硫排放量57吨左右。

■下转第2版

内蒙古，守护好这片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