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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9月3日电 （见习记者 薛
一群）在通辽市日前举办的“一带一路敖包
相会”主题活动中，来自亚洲工业企业家联
合会、俄罗斯、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内外
上千名嘉宾，以及“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
家和地区的40对情侣相约相聚，共享草原
盛会。

开幕式以敖包大典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科尔沁婚礼演绎为主线，全面展示了草
原文化和草原风情的独特魅力。据了解，这
是通辽市首次邀请国内外情侣在美丽的阿
古拉景区相会，活动设计初衷是将通辽市打
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浪漫之都”，对打
响“敖包相会的地方”品牌，加速融入“一带
一路”发展，共享“一带一路”红利具有重要
意义。

在10天的主题活动中，除了敖包大典、
科尔沁婚礼、科尔沁那达慕、国际青年幸福
论坛、科尔沁民歌大会等主体活动外，各旗
县市区还组织了骑手会、森林会、草原会和
民俗会等 20多项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此
外，同步举办了文化非遗项目、旅游文创产
品、民族体育用品制作展示、展销和体验活
动。

通辽市

首次邀请国内外情侣
“敖包相会”

□本报记者 韩继旺

秋日的河套大地数百万亩金灿灿的向日
葵映日盛开，花潮如海，成为七彩农业中最为
亮丽的自然景观，吸引成群结队的游客前来寻
花赏景。

“向日葵是河套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今年
五原县从中挖掘旅游价值，在隆兴昌镇营造了
4000多亩盛世葵海景观区，吸引了国内外数万
名游客过来观赏。”在刚刚举办的河套向日葵花
季旅游文化节上，五原县旅游服务中心主任李
雪琴喜滋滋地说。

巴彦淖尔市依托丰富的向日葵资源，不断
做大做强葵花产业，形成了集葵花种子研发推
广、精深加工、购销出口、品牌发展、观光旅游于
一体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产业链条。

“巴彦淖尔市年种植向日葵400多万亩，种
植面积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产量占到全国的

三分之一，全国70%以上的向日葵从这里集散，
是名副其实的向日葵产业高地。”巴彦淖尔市农
牧业局副局长甄守信不无自豪地说。

小葵花托起大产业。这里有全国重要的向
日葵种子繁育基地，本土崛起的三瑞农科成为中
国向日葵种业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建成了全国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向日葵种质资源库，成功研发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H363、SH361、三瑞7号、三
瑞3号等优质食葵品种，向日葵种子在全国具有
主导地位，市场份额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为世
界向日葵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里探索出以小麦为母田的向日葵套种栽
培技术、向日葵覆膜栽培技术及瓜类间套油葵
技术等向日葵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模式，所产的
食用向日葵籽粒饱满、粒型大、色泽好、产量高，
全国向日葵炒货高端产品原料60%以上来自巴
彦淖尔。

这里掌握着全国瓜籽市场的定价权。目
前，全市建立交易市场55处，年交易量143万

吨，是国家和自治区西部最大的食用向日葵集
散地和黑瓜籽、白瓜籽主要生产区。渤海商品
交易所五原商品交易中心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向
日葵交易市场，也是全国葵花价格的形成中心，
掌握着瓜籽价格的定价权。目前，渤海商品交
易所每天的交易额平均在1亿元左右。

这里的向日葵全产业链条还在不断延伸，
逐渐形成了炒货、油脂、饲料、果胶等特色产业
集群。全市拥有葵花籽加工企业120家，油脂
加工企业26家，三瑞、心连心、三胖蛋、蒙乔等
龙头企业生产的系列优质炒货产品已经进入
高端市场，鲁花葵花油、佳格多力葵花油畅销
全国。

巴彦淖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内蒙古康
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4月建成第一条
年产500吨果胶生产线，以葵盘为原料提取生
产的果胶产品供不应求。企业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企业已排满了订单，产品主要销往全国各
地制药厂。

这里是国家商务部认定的国家级籽仁外贸
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全市共培育形成籽
仁出口加工企业85家，其中自营出口企业50
家，代理出口企业35家，年加工籽仁类产品能
力达50万吨规模。出口产品有葵花籽、无壳南
瓜籽、光板南瓜籽、黑瓜籽、籽仁酥、南瓜籽油等
产品。

5月10日，首列临河至伊朗德黑兰中欧班
列从巴彦淖尔市临河站发出，装载约1150吨河
套地区优质葵花籽运抵德黑兰。发货方五原县
大丰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外向型籽仁
出口加工企业，总经理赵杰说：“公司产品远销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已实现出口额
7000万元。”

目前，巴彦淖尔市的优质葵花籽（仁）产品
漂洋过海远销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埃
及、泰国、伊朗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
不断拓展。 2017年，全市出口葵花籽30.68万
吨，出口额3.23亿美元。

巴彦淖尔市：葵花朵朵串起全产业链

本报赤峰9月3日电 （记者 徐永升 见习记者 郭昀光）这几天，一则
“赤峰新开办企业刻公章免费了！”的消息，成为赤峰市街谈巷议的话题。细翻
市委刚刚出台的《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35条举
措条条都是“干货”。其中第十三条规定：把公章刻制、备案纳入“多证合一”，
不再需要单独审批，在市本级先行试点，公章刻制费用由政府统一“买单”，与
核发的营业执照一并发放。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刻公章，这在自治区盟市中还
是第一家。

过去，新开办一家企业，办理登记和公章刻制手续时，需要向工商质监部
门和公安部门2家重复提供企业登记信息，2家之间互不联网，办起手续来又
繁琐又耗时。改革后，一根网线把2个部门的信息平台联为一体，这边工商质
监部门刚录完企业数据，那边的公安部门就能接收到信息，马上就能刻制公

章、备案登记，就像远程打印一个文件那样方便。公章刻制也一改过去由公安
部门指定制作单位的做法，由政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统一购买服务。中标企
业直接进驻政务服务中心，为新开办企业刻制公章，服务中心要求在1天内刻
出公章，尽量做到当场刻制。

“一般新开办的企业都需要刻制财务章、行政章和合同章，每个章按60元
计算，政府就能为新开办企业省180元！”赤峰市工商质监局副局长侯立巍算
了一笔账，这次公章刻制备案改革由市本级试点扩面推广后，将覆盖全市范围
新开办的企业、个体户和合作社，每年将有26万个市场主体受益。

“这项改革不但为企业减轻了负担，还为企业节约了时间！”赤峰全方
位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春海感慨：过去办理企业登记
注册手续，工商营业执照拿到后，企业也不能马上运营，光刻公章、备案一

套手续下来，就得等上10天半个月。眼瞅着一大批订单上门，就是签不了
合同，主要是公章不能及时制作。改革后，当天就能拿上公章了，行政效率
真提速了。

公章刻制、备案改革是赤峰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
影。梳理赤峰的“放管服”新政，一大批硬招引人注目。该市缩短了项目落地
的时限，将申报材料、审批环节、办理时间压缩三分之一；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一半，由原来的5天压缩到2天；将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一半。今后凡是具
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均可在赤峰市开展中介服务，力求公平开放。全面清
理各部门需要重复提交的证明，实现部门间信息互认共享。推进政府采购网
上商城建设及应用，对商品及其价格全程监控。建设统一的公共支付平台，让
社会公众办理缴费业务“最多跑一次”。

赤峰市：“放管服”改革从一枚公章做起

本版邮箱：nmbdfms@163.com

本报赤峰9月3日电 （记者 徐永升）近日，记
者从赤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由赤峰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协会申报的赤峰羊肉、赤峰牛肉、赤峰小
米、赤峰荞麦、赤峰绿豆、赤峰葵花、赤峰马铃薯7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成功，先后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批准证书。

此次获批准的 7个产品，是赤峰市独具地方特
色农畜产品中的精品，产品质量优良、地域特色明
显。目前，全市肉牛产业发展迅速，2017年存栏238
万头；而肉羊产业正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培育的
新品种“昭乌达肉羊”填补了我国草原型肉羊品种的
空白。

赤峰杂粮杂豆种植历史悠久。其中，赤峰小米种
植历史距今已有8000年，敖汉旗是世界小米的起源
地，被称为“世界小米之乡”。目前，全市谷子年播种
面积约400万亩，总产量达4.6亿公斤。2008年经农
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检测，赤峰绿豆蛋白质
含量高达7.18%，具有一定的保健和药用价值。全市
常年播种面积88万亩，年产量0.4亿公斤。

“这7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成功注册，具有重
要的商业价值和品牌强农作用。”赤峰市农牧业局副
调研员柴树文介绍，赤峰的7个主要农畜产品有了国
际认可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便具有了进入市场的

“身份证”，标志着全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迈上
了新台阶，这些赤峰农畜产品的靓丽名片，必将提升
全市农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牧民增收。

赤峰市
成功申请 7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本报二连浩特9月3日电 近日，“一带一路”·
美丽中国城市体育文化系列活动之2018·中蒙首届
环保搏克那达慕在二连浩特市额仁淖尔草原举办，此
次那达慕因没有给草原留下垃圾而受到牧民的一致
推崇。

活动当天，来自中蒙两国的游客和那达慕爱好者
身着节日盛装，乘坐免费公交车来到周边停车场，或
步行或骑自行车进入会场，现场免费取用纯净水和回
收纸杯，还把现场产生的少量垃圾丢进垃圾桶或装入
自己的环保背包。

比赛开始后，只见搏克手们脚蹬高筒马靴，穿宽
大绸缎摔跤裤，颈项佩戴五彩缤纷的饰物“江戈”霸气
登场。首先推选一位长者对参赛运动员编排配对，蒙
古长调“摔跤手歌”唱过3遍之后，搏克手挥舞双臂、
跳鹰舞入场，裁判员一声令下，开始比赛。烈日下，皮
肤黝黑、大汗淋漓的搏克手们捉、拉、扯、推、压，尽情
展示技艺。选手们的剽悍勇猛，引来观众的欢呼喝
彩，比赛高潮迭起。最终，来自中国和蒙古国的各2
位选手获得前4名，冠军被来自锡盟阿巴嘎旗的其达
日巴拉摘取。

据环保那达慕发起者、当地牧民乌格登介绍，在
那达慕开幕前，主协办方便发出此次那达慕会场拒绝
车辆驶入、商贩售卖商品和随意丢弃垃圾的倡导。“今
年的草原雨水充沛、草木茂盛，为了让大家既欢聚那
达慕，又能体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发出这样的倡导，
希望更多人成为美丽草原的守护者。”

（王立华）

二连浩特市
环保搏克那达慕备受推崇

本报呼和浩特9月3日讯 （记者 刘
洋）日前，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科技局获悉，据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发布的各服务站服
务及系统监测情况通报显示，呼和浩特服务
站今年第二季度服务量为302篇，在全国39
家服务站中位列20，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逐年提升，为首府科技创新提供了高质量科
技文献信息服务。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经国
务院批准于2000年6月成立的一个基于网
络环境的科技信息资源服务机构，面向全国
开展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呼和浩特服务站作为全国39家
服务站之一，免费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
中、日、俄等语种的中外会议论文、学位论
文、期刊、国外科技报告、世界各国专利文
献、标准文献信息服务。

据了解，呼和浩特服务站自建站以
来，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通过
分批次向当地各大高校、社区进行宣传推
广，介绍 NSTL 相关服务，并专门印发了
NSTL文献卡。此外，专门选派高级技术
人员加强网站系统运行维护，从购置新的
服务器到成功迁入呼和浩特市政务云计
算中心，保证了服务器连通率，确保用户
正常使用检索。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呼和浩特服务站位列20

本报阿拉善9月3日电 （记者 刘宏
章）近日，阿拉善盟人社局积极配合自治
区人社厅，运用基于互联网的生物特征
识别远程认证技术，开启新的“人脸识
别”身份认证系统，实现了社会保险待遇
领取资格认证工作采集、认证“一次不用
跑”。

据了解，此项新技术是通过提取社会保
障卡照片库做人脸信息建模，和原认证模式
相比，不再要求本人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
行首次信息采集。只要下载“内蒙古
12333”手机APP，打开后点击“社会保险”
服务功能里面的“资格认证”图标，按照屏幕
提示做一个动作，就完成了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

据阿拉善盟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该局
还使用“指纹认证”“指静脉认证”“原人脸识
别”等多种认证技术，通过手机客户端，就近
选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
或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自助认证、远程
认证等多种方式进行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
证。

阿拉善盟

开启新的人脸识别
身份认证系统

秋日里，在兴安盟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图苏木胡力斯台
嘎查 50亩钙果基地——康利林木专业合作社钙果（乌兰）
采摘园里，一串串鲜红色的果实掩映在碧绿的灌木丛中，
一串串、一团团，像灯笼、似红球，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或
采摘，或三五成群拍照留影。

据介绍，欧李因果实富含人体易吸收的果酸钙被称为
钙果。5 年前，乌达木和另外 4 位返乡青年成立康利林木
专业合作社种植欧李果，今年进入盛果期。“亩产 5 万斤，
采摘价格10块钱一斤呢。”丰收在望的乌达木兴奋地说。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摄

欧李果园迎来采摘季

8月，乌海葡萄开始进入成熟季节。作为“葡萄之乡”，乌海葡萄名声
在外，采摘时节总会引来各地游客。图为来自陕西西安的游客正在乌海
吉奥尼葡萄酒庄品尝采摘葡萄。 本报记者 于海东 摄

葡萄飘香

赛车表演赛。

□文/图 本报记者 郭洪申

2018亚洲巴哈1000·一战到底越野拉力赛暨中国
汽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近日在通辽市扎鲁特旗落幕。
来自国内外近300名车手、119台赛车聚集通辽市扎鲁
特旗，中国越野车手首次以“一战到底”的赛制挑战
1000公里超长赛道。气势恢宏的千里追逐，不仅激发
了国内顶尖车手的参与热情，还吸引了来自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的越野名将。

据了解，本次大赛设立了专业组的两驱组、四驱组、
UTV组以及挑战组的四驱组、皮卡组和UTV组。经过
激烈的角逐，訾云刚、王曾嵘；刘昆、邢新建；张慧军、彭
一博取得专业组前三名，刘本东、张杨；安涛、张俊辉；孙
长庭、刘本亮分获挑战组前三名。

拉力赛期间，除系列赛事外，还举办了乌兰牧骑表
演、“飞车王之夜”篝火晚会、摄影大赛、版画展览等特色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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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