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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新思路新动能

■重头戏

本报呼伦贝尔10月8日电 （记者 李玉
琢）蒙古国《东方省报》9月10日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整版报道了在海拉尔举办的第十四届中
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盛况。

新巴尔虎右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巴雅尔图
又拿出7月16日的《东方省报》，这一期报纸的
一版下半部分和二三联版、第四版，以“新世纪
的巴尔虎草原”为题，展示了新右旗改革开放40
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巴雅尔图介绍，这期报纸报道的是7月上旬
蒙古国东方省报社、电视台、东方杂志等蒙古国
媒体和呼伦贝尔市媒体记者进行的“壮美草原
新画卷”——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蒙媒体联
合采访活动。这也是2007年以来，新右旗举办
的第七次中蒙媒体联合采访。

呼伦贝尔市对蒙外宣工作，起步于新右旗
驻蒙古国东方省记者站。2007年 7月，新右旗
在蒙古国东方省建立了自治区首家境外旗县记
者站。10多年来，该记者站相继与蒙古国《东方
省报》、东方省电视台、东方省新闻网等当地主
流媒体，联合开展了“新右旗深度行”“活力新右
旗·蒙古媒体行”“幸福的巴尔虎牧民”“走进新
右旗·感知70年”“壮美草原新画卷”等大型采访

活动，向蒙古国受众传递中国声音，介绍中国发
展，与蒙古国东方省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建起
互信、伙伴关系。

2017年，呼伦贝尔市以新右旗对蒙外宣资
源为依托，整合全市媒体资源，创新搭建中蒙跨
国传媒平台，讲好呼伦贝尔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克鲁伦河发源于肯特山东麓，如一条银色
的飘带把中蒙两国连接在一起。呼伦贝尔市把
中蒙跨国传媒平台命名为两国民众普遍熟知和
认同的“克鲁伦”。

“克鲁伦”外宣平台由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
抓总，呼伦贝尔日报社、呼伦贝尔市广播电视
台、新右旗委宣传部共同参与，由新右旗驻蒙古
国东方省记者站负责基础工作，该记者站与市
媒体负责报纸、刊物、新闻网站、电视频道内容
的编辑制作及发行工作。

呼伦贝尔市全力推进“克鲁伦”外宣项目，
在蒙古国组建实现了报纸有文字、电视有影像、
网络有信息、杂志有内容、“脸书”和“推特”有固
定阅读者“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式媒体宣
传矩阵。

2017年5月5日，由呼伦贝尔日报社、新右
旗驻蒙古国东方省记者站与蒙古国《东方省报》

联合创办的《东方省报——克鲁伦副刊》创刊，
随《东方省报》在蒙古国境内每周发行一期。克
鲁伦副刊刊载，介绍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人
文历史、文化艺术、民俗民风等，也发布旅游、气
象、交通资讯，至今已刊发70个版面。

呼伦贝尔市广播电视台、新右旗驻蒙古国
东方省记者站与蒙古国东方省电视台合办电视
频道“克鲁伦”。2017年5月13日开播当天，蒙
语版的呼伦贝尔旅游宣传片、呼伦贝尔历届蒙
语春晚节目集粹等一批节目，通过蒙古国东方
省电视台的电视信号进入蒙古国千家万户。
2018年新年伊始，由呼伦贝尔市广播电视台与
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联合录制的5集专题片《蒙
医专访》，通过《克鲁伦》频道亮相蒙古国电视荧
屏，受到蒙古国观众追捧。

2017年4月25日，呼伦贝尔新闻网、《中蒙
友好网》在蒙古国东方省新闻网开辟“呼伦贝
尔·克鲁伦”专栏，实时为蒙古国民众提供更多
关于呼伦贝尔的新闻动态。

2017年11月末，由呼伦贝尔市、新右旗相关
部门和单位创办的蒙古国《东方》杂志副刊——
《克鲁伦》杂志在蒙古国问世。杂志图文并茂，
以斯拉夫蒙文向蒙古国民众介绍中华悠久历史

和壮丽山河，展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的情况。目前，该杂志已出版 3期，
3000册杂志通过蒙古国《东方》杂志社发行渠道
投放到蒙古国读者手中。

为顺应自媒体时代需求，2018年1月1日，
“克鲁伦”外宣平台“脸书”（Facebook）和“推
特”正式在蒙古国开通。蒙古国民众通过手机
随时随地就能了解呼伦贝尔和内蒙古的发展变
化。

“克鲁伦”外宣项目使蒙古国民众以呼伦贝
尔为“缩影”，对内蒙古、中国的真实发展变化进
行及时、准确、全面、客观的认识和了解。蒙古
国东方省政府秘书长巴图乌力吉说，现在坐在
办公室通过《东方省报——克鲁伦副刊》，就能
了解到边境那边最新的动态。乔巴山市居民萨
拉感慨，现在晚饭后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呼伦
贝尔的电视节目，已成为全家人共同的喜好。

新右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国梁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做好做强“克鲁伦”外宣平台，使“克
鲁伦”外宣平台成为自治区东部盟市对蒙宣传、
展示发展新形象的平台和窗口；同时扩大“克鲁
伦”外宣平台的影响和范围，逐步向蒙古国内陆
延伸。

■定格

本报乌海10月8日电 （记者 于海
东）在全面加强党建工作中，乌海市着力破解
信息传输障碍，建立了“党建微信共享超市”，
为全市各基层党建网点搭建了信息交流互动
平台，推动全市党建工作水平的提升。

“党建微信共享超市”是乌海市委组织
部今年1月创建的党建微信群。乌海市委
组织干部薛欣萍说，与一般通知性微信群
不同的是，通过这个微信群，全市各基层党
组织不仅共享信息，还可以互相交流经
验。通过这个群，可以把基层先进党组织
好的做法、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
者的典型事迹宣传推广。经过半年多运
行，基层党建干部都养成了到“党建微信共
享超市”取经的习惯。海勃湾区东山北社
区党委书记康炜常到群里了解其他社区党
建的新经验，“过去上级指导有时会滞后，
同级见面少交流也不多，社区党建更多是
独自探索，现在大家交流互助很方便。”

截至目前，乌海“党建微信共享超市”
已覆盖全市各区、镇、街道及社区的108个
党建网点。借助这个平台，乌海市各区、街
道及社区网点的学习频率得到了进一步的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得到切实加强。

乌海市

“党建微信共享超市”
受点赞

“克鲁伦”跨国外宣平台讲好呼伦贝尔故事

■镜观

本报巴彦淖尔10月8日电 （记者 韩继
旺）金秋时节，杭锦后旗啸天绿色食品专业合作
社的社员们正忙着往温室大棚里移栽草莓苗，
这批草莓到春节前后就能抢鲜上市了。该合作
社先后流转农民土地3000亩，建起198栋温室
大棚，主要种植葡萄、西甜瓜、猕猴桃、油桃、草
莓、火龙果、红樱桃等特色果蔬，产出的蔬果除
了吸引游客休闲采摘、供应本地市场以外，还通
过线上线下销往全国各地。

土地流转既促进了规模化经营，也使一大
批劳动力从自家“一亩三分地”中解放出来，就
近或外出务工，有效增加了经济收入。

李喜是民建村十组的村民，2012年把自家
10多亩地流转给啸天合作社后，便开始在这里
打工，成长为园区管理人员。他笑着说：“我现

在年薪5万，媳妇也打工，一年下来收入10来
万，比种地强多了。”

啸天合作社还与周边百余农户签订了长期
合同，解决了300多农民就近就业，农民年人均
打工收入3万元以上，加上土地流转收益和社保
收入，人均年收入5万元以上。

如今在巴彦淖尔市，像啸天这样的规模型
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已是遍地开花。全市培育形
成了鲜农、民隆、中泰、锄禾、富川等一大批规模
化现代设施农牧业园区，成为示范带动农牧业
转型发展的生力军。

目前，巴彦淖尔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5504户，涵盖种植、养
殖、农机、农业服务等领域，入社成员4.2万人，
带动农户13万户。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把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和规模化经营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
的一项重要举措，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土地流转面积
10.45万亩，累计达297.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29.7%。

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为巴彦淖尔市土地
大面积集中连片经营创造了条件，土地流转给
新型经营主体集中种植，既可以发挥现代农业
的规模效益，又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提档
升级，同时又推动了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的规
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

临河农场新华农业专业合作社集中流转耕
地5000亩，春天连片种植小麦，从耕种、施肥、

除草、收割全程实现机械化。麦后复种西兰花、
有机菜花等蔬菜，通过订单销售到10多个省、市
蔬菜批发市场，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合作
社理事长孔宪忠说：“我们流转土地集中进行规
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
营、品牌化销售，带动粮食、经济作物增产增效，
实现了农企双赢。”

在土地流转促进下，巴彦淖尔市还通过订
单引种了水稻、花生、蓖麻、中药材、油用牡丹等
特色经济作物15.16万亩，进一步优化了种植业
结构，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拓宽了农牧民增
收渠道。

从单干走向合作、从分散走向集约，从“花
花田”到集中连片种植，河套1100万亩平畴沃
野正在释放出巨大生产潜力。

巴彦淖尔市：土地流转激活“三农”一盘棋

本报阿拉善10月8日 （记者 刘宏
章）第二届阿拉善优质绒毛拍卖会日前在阿
拉善盟府巴彦浩特镇举行。拍卖品主要有
绒山羊原绒、绒山羊无毛绒、骆驼无毛绒。

有20家国内外企业参加了此次优质
绒毛拍卖会，经过激烈竞拍，成交企业 8
家，在 22个标的里，有 15个标的拍卖成
功，成交总量11.3607吨，总金额489万多
元。内蒙古蒙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12号拍品分梳山羊绒绒毛平均直径14.32
微米，手排长度38.60毫米，品质非常优秀，
在拍卖会上受到追捧。最终，内蒙古蒙绒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12号拍品分梳
山羊绒以每吨102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为
本次拍卖会价格最高单品。此外，今年的
拍卖会增加了骆驼无毛绒、绒山羊原绒等
品种，且不仅局限于选择企业的优质绒毛，
还出现了来自牧民的原绒，还将西藏的优
质绒毛纳入拍卖行列，通过公平交易，公平
检验，实现了优质优价。

阿拉善盟

第二届优质绒毛拍卖会
成交总量逾11吨

本报鄂尔多斯10月8日电 （见习记
者 郝雪莲）近日，鄂尔多斯市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区
域，是自治区唯一入选城市，这也是鄂尔多
斯市连续两年获此殊荣，全国仅有上海闵
行区、重庆大足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3个
区域连续两年获奖。

此次鄂尔多斯市入选案例为《借力信
息化创新发展动漫教育 推动多学科深度
融合、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据了解，教育
部从2016年起实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示范培育推广计划，拟通过3年
时间，依托各级教育部门，在基础教育领域
通过遴选培育90个区域、180所学校，形
成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学段、不同类型、不
同应用模式的典型示范案例。在2018年
5月召开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
案例交流会上，鄂尔多斯市教育局报送的
信息化案例再次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信息
化应用典型案例。

鄂尔多斯市

跻身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
应用典型案例区域

本报乌海10月8日电 （见习记者 郝飚）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委托中国优质农
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与内蒙古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中心联合举行的“2018内蒙古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评审结果公布。经
专家评审、技术机构测算，“乌海葡萄”品牌价值
达10.44亿元，“乌海葡萄”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
一步凸显。

乌海市地处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
和库布其沙漠交汇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有效积温高，无霜期长，水土光热资源
丰富，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成就了乌海葡萄
的高品质。2016 年，“乌海葡萄”通过了国
家首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目前，乌海市
拥有葡萄种植面积 3.2 万亩，葡萄品种 100
多个，葡萄年产量超万吨，是自治区规模最

大的葡萄生产基地。在国内，乌海市已成为
可与新疆吐鲁番地区相媲美的优质葡萄生
产基地。

近年来，乌海市葡萄加工、保鲜、贮藏等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龙头+基地”“企
业+农户”的发展模式。目前，该市葡萄种植加
工贮藏流通企业近 40家，保鲜流通企业达到
10家以上，保鲜库能力12万立方米，整条葡萄

产业链年产值达3亿元，吸纳劳动力就业1万
多人。葡萄产业的发展壮大，还带动了葡萄
园、葡萄酒庄、葡萄街、葡萄酒博物馆等相关旅
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全市目前已建成以葡萄
为主的农业休闲观光园 30多处，年接待游客
20多万人次。葡萄产业呈现出三产相容互促
的发展态势，成为农业增效、农区居民和企业
增收的支柱产业。

“乌海葡萄”品牌价值达10.44亿元

驻守在中蒙边境阿尔山口岸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在
巡逻、训练之余又有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由兴安盟新华书店打造
的三角山连队书店。

近日，记者走进该书店，各类书籍琳琅满目，政治军事、历史哲
学、文学科技等 10 余类近千册图书一字排开。据兴盟新华书店总
经理要志斌介绍，三角山军营书店约30平方米，提供借、阅、买一站
式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官兵需求。另外，每隔半年新华书店会把这
里的图书进行一次更换，让战士们阅读到最新的畅销图书。

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摄

书店开进哨所

包头市日前启动2018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在“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创业成果、
青少年科普成果、农业科技成果、医疗保健
互动、公共科普”六大主题展示区，高科技
防务产品、石墨烯应用产品、3D打印、无人
机、VR眼镜、机器人等科技新成果，吸引了
上千群众观看体验。图为学生试坐由小学
生研发制作的泺喜代步机器人“祥子”。

本报记者 吕学先 摄

开心科普日

近日，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举办首届玉米科技节，400多位农民
带着精挑细选的100多种玉米棒子赶到马卜子村文化广场参加玉米

“选美”比赛，40多米的长廊里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参赛农户经过
现场登记确认后，将自己精选的5棒玉米挂在指定区域展示。评审
组按照玉米长度、容重、水分等测量标准，评选出“最美”玉米。

近年来，大佘太镇以玉米产业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精细
化管理、市场化销售、品牌化建设为抓手，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
兴等政策的落地实施，积极打造优质玉米种植基地，推动玉米全
产业链发展。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

玉米“选美”

本报呼和浩特10月8日讯（记者 皇
甫秀玲）近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汉抗
日游击队会师遗址纪念碑揭碑仪式，在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镇面铺窑村会师遗址
举行。呼和浩特市再添一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

今年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
80周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汉抗日游
击队胜利会师80周年。2011年，中央将
红色旅游发展列入规划，按照呼和浩特市
委、市政府对红色旅游文化发展的要求，
呼和浩特市老促会把面铺窑村八路军大
青山支队与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师遗址列
为第一批保护开发项目。2017 年，在呼
和浩特市老促会努力下，在新城区政府支
持下，开始对面铺窑村会师遗址进行修缮
保护，将其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红色旅游景点。

呼和浩特市

再添一处红色旅游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