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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包
荭） 12月 27日，国内首个自然度和
流畅度达到自然人发音水准的蒙古语
语音合成系统——“奥云”蒙古语语
音合成系统2.0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发
布。

这个让机器人有了蒙古语自然人
发音水准的系统由内蒙古大学计算机
学院蒙古文信息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自主研发，该系统采用国际最先进的
深度学习技术和云服务框架，集成了
实验室研发的最新蒙古文校正、特殊
字符转换等技术。系统给软件开发者
提供了云服务接口，开发者利用该接
口将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嵌入到其他
应用系统中。该系统可以应用到教
育、气象、交通等多个公共领域。

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飞
龙说：“语音合成，又称文语转换
（Text to Speech），是人工智能领域
核心技术之一，能将任意文字信息实
时转化为标准流畅的语音朗读出来，
相当于给机器装上了人工嘴巴。目前，
英语、汉语等语言的语音合成技术已非
常成熟，成功应用到了各行各业。但迄
今为止，市场上仍没有能够达到应用水
平的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我们利用2
年时间在原有的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
基础上采用了最新的深度学习框架，研
发了‘奥云’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2.0。”

“奥云”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2.0
的发布，对蒙古文智能产品的应用推
广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填补了市场上
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的空白。

国内首个自然人发音水准
蒙古语语音合成系统诞生

本报 12月 27日讯 （记者 及庆
玲）12月 27日下午，自治区老干部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
治区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曾一春
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自
治区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欧阳
晓晖出席会议。

曾一春强调，做好新时代老干部
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教育引
导广大老同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要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工作，发自内心地感激
老干部，敬爱致恭地尊重老干部，满
腔热忱地服务老干部，让老同志养老
更舒心、晚年更幸福；要树立精准理
念，切实把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
心、生活上照顾老同志的要求落到实
处；要加强对老干部工作的组织领
导，特别是要认真组织开展好元旦、
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工作，
让老同志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

自治区老干部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曾一春主持并讲话 欧阳晓晖出席

本报赤峰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徐永升 见习记者 冯雯雯）12月2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
暨夏家店下层文化论坛开幕式，在赤
峰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举行。

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出席二道井
子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并参观遗址。

为更好地展示夏家店下层文化，
全景展现二道井子遗址，赤峰市于
2015年启动了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
建设，该馆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
国内首家以气膜为建筑材料的遗址类

博物馆。
2010年，二道井子遗址被中国社

科院和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中
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之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最
具代表性、保存最完整的遗址。遗址
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1.3
万平方米。该遗址2013年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6年 3月，二道井子遗址博物
馆被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为自治
区考古遗址公园，同年10月入选国家
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
划》。

赤峰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
举行开馆仪式

艾丽华出席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霍
晓庆 马建荃） 12月 27日，由自治
区妇联主办的“巾帼匠心 草原绣
梦”布丝瑰工坊汇在呼和浩特开集。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其格出席开
集仪式。

布丝瑰工坊汇是自治区妇联启动
实施的“布丝瑰产业发展行动”内容
之一，是由内蒙古蒙源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等一些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和脱
贫攻坚的民族服装服饰企业，通过
组织收集民族手工艺人和企业生产
制作的优质民族服装服饰及文创产
品，并搭建宣传推广销售服务载

体，让传统手工艺得以用时尚的方
式展现和传承，实现产业化发展，
从而带动更多的妇女在这个领域创
业就业、脱贫增收。

当日，首个布丝瑰工坊汇在呼和
浩特市维多利万悦城开集，现场汇集
了 25 个原创品牌 3100 多件特色产
品，包括民族服装服饰、文创产品、
蒙古族食品、文化旅游产品4大类，
其中不少产品由贫困地区的贫困、残
疾妇女加工制作。今后，自治区妇联
将鼓励更多的民族服装服饰企业、手
工艺人加入到布丝瑰工坊汇中来，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

“巾帼匠心 草原绣梦”
布丝瑰工坊汇开集

其其格出席开集仪式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柴思
源 见习记者 李存霞）12月27日上
午，第3届内蒙古自治区中青年德艺双
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举
行。由各盟市推选并由第3届自治区中
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
选出的20名文艺工作者接受表彰。

表彰大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

区文联主办，旨在进一步弘扬德艺双
馨精神，加强文艺队伍思想道德建设，
激励和鼓舞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崇德
尚艺、奋发有为、砥砺前行、勇于创新，
为传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推动自
治区文艺事业繁荣兴盛贡献智慧和力
量。现场，受表彰的代表分别上台发
言，并宣读了《弘扬德艺双馨精神 推
动我区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倡议书》。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张树天
说：“这次受到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表
彰，不仅是荣誉，也是一种鞭策。作为一
名书法工作者，要不断挖掘书法资源，普
及书法艺术。通过‘送春联下乡’‘书法走
进校园’等活动与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
让书法家们深入地了解了人民的生活状
况和精神需求，牢记社会责任和使命，真
正成为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

20名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受表彰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张
文强） 记者从12月27日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项目自今年7
月启动以来，进展顺利，预计到
2022年建成。

该项目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
警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5月
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立项，项目
总投资5469万元，全部为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将在全区所有县级行政
区划单位建成以地震基本站为主、平
均台站间距60至70千米左右的地震
烈度速报骨干台网，形成自治区范围
内的地震烈度速报能力和地震预警能
力。项目主要由台站观测系统、通信
网络系统建设等组成，规划建设台站

459 个，其中新建或改建基准站 61
个、新建或改建基本站133个，新建
一般站265个。项目建成后，在监视
区域发生破坏性地震时，5秒至10秒
内可向用户发出地震预警信息，1分
钟至 2分钟内可给出地震基本参数，
2分钟至5分钟内可给出地震烈度空
间分布图，30分钟至24小时内可给
出震源过程的分析结果和灾害损失快
速评估结果。通过通信网络和服务终
端将信息发布到各相关用户后，公众
可以紧急采取逃生避险措施，也可为
各级政府应急指挥提供辅助决策和目
标指南。

目前，自治区地震局已完成全部
站点的勘选、新建基准站场地土地预
审等工作。

我区地震烈度速报与
预警项目进展顺利

本报通辽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12月 26日下午，通辽至京沈
高铁新民北站铁路（通新高铁）开通运营
新闻发布会举行。

据悉，中国铁路总公司日前已正式批
复，通新高铁于12月29日开通运营。自
12月29日到明年1月4日为开通运营过
渡期。期间，通新高铁将安排6对通辽至
沈阳的动车组列车。自明年1月5日起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正式按照“日常图”
开行12对动车组列车，包括通辽至北京1
对，通辽到大连北1对，通辽至长春西0.5
对，通辽至沈阳7.5对，通辽至沈阳“周末
线”1对，通辽到哈尔滨西“高峰线”1对。

通新高铁总投资 175.7 亿元，全长
197公里，时速 250公里/小时，线路自
通辽火车站引出，经科左后旗、辽宁省彰
武县，接入京沈高铁新民北站，跨越内蒙
古和辽宁两个省区，是内蒙古首条跨境
高铁，也是内蒙古第一条接入国家规划
的“八横八纵”高铁网的高速铁路。项目
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合资
建设，是全国第一条非铁路部门控股的
跨省高铁。

通新高铁的开通，对通辽市及内蒙
古东部地区加快融入环渤海、辽中南、东
北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首条跨境高铁——
通新高铁29日开通运营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改革开放40年来，内蒙古抢抓机
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努力转变发展
方式，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各项消费政策的落实
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内蒙古消费品市场
规模持续扩大，消费转型升级态势明
显，消费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发展成绩。

消费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改革
开放以来，内蒙古立足大市场、大贸易、
大流通，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引导消费
结构升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78 年的 36.8 亿元增至 2017 年的
7160.2亿元，年均增长14.5%。全区形
成以呼包鄂三地为龙头引领消费不断

发展的态势，2017年三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占全区的53.6%，对全区消费
品市场贡献巨大。外资企业和民营资
本积极进入流通领域，多元化的市场主
体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改革开放以
来，全区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
头，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其中，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1元增加
到2017年的 35670元，增长117.5倍；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131元增加到2017年的12584元，增长
95.1倍。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餐饮需求不断扩大，连锁餐饮、特色
餐饮、快餐等丰富了大众餐饮选择。
2017年全区餐饮业收入1120.5亿元，
比 1978 年 增 长 1296 倍 ，年 均 增 长
19.6%，远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成为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
消费结构逐步优化。40年来，全

区居民消费从注重基本生活需求的满
足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从单一的食
品、服装消费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
发展，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金额由1978
年的几十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23638
元。全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由1978年的3.5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
的32.7平方米，增长8.3倍；全区城镇居
民平均每百户拥有汽车从1978年的0
辆增长至 2017年的 41辆。从城镇居
民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彩电、
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消费品目前已
相当普及，移动电话、彩电、电冰箱、洗
衣机、家用电脑分别达到 224部、101
台、98台、96台、62台；互联网用户和移
动通信用户显著增加，2017年分别达

到2854万户和2841万户；医疗卫生保
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卫生机构床位
数从1978年的2.5万张增加到2017年
的15万张。

消费品质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
以来，是全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最快的时期，电子商务、连锁企
业、商业综合体等高速发展。农村电
商对促进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形成起到
了积极作用。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2017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旅客过亿，全
年实现旅游总收入3440亿元。星级宾
馆数量达到320个，有力地保证了旅
游业发展。

40年春华秋实，40年砥砺前行。
展望未来，我区消费品市场依然蕴含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必将成为内蒙
古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道⑥

本报12月 27日讯 （记者 张文
强）近日，内蒙古睡眠医学学会在呼和浩特
揭牌成立，并召开睡眠障碍诊疗学术会议。

该学会首次选举产生了31位理事、
11位常务理事和149位委员，特别聘请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
长陆林为名誉会长，选举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医院院长隋晓杰担任会长。

据悉，内蒙古睡眠医学学会由内蒙
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发起成立，是自治区
首个直接在民政厅登记成立的一级睡眠
科学学术团体。

内蒙古睡眠
医学会成立

■上接第1版 不仅结束了吃国家返销
粮的历史、摘掉了全县倒数第一的帽子，
还上交了16万斤公粮。

1980年，在总结“两田”分离经验的
基础上，中滩公社又大胆实行了“大包
干”。从1981年开始，中滩公社决定除水
利设施和大型农机具集体统一经营外，耕
畜和农具等中小型生产资料全部折价归
个人所有。这一年，中滩公社粮食总产量
达到1344万斤，是1978年的3倍多。

春雷唤醒大地！从此，中滩公社开
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转型：向新型工业县进军
2000年，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工程开工，标志着托
克托县迈出工业化的重要一步。2017
年，该公司五期扩建工程2台国产66万
千瓦超临界机组全部投产，总装机达到
672万千瓦，年发电量350亿度，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在役火力发电厂。

改革之风起于农村，但没有止于农
村。进入新世纪，托克托县抓住历史机
遇，确立了“依托托电，发展托克托工业园
区”的发展思路，全面实施工业强县战
略。经过十几年奋斗，工业体系基本建
立，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工业经济成为引
领全县发展的主力军。

走进托克托工业园区，没有听到机
器的轰鸣，看到的却是干净整洁、高楼林
立的厂区。在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现代化生产线有条不紊
运行着，这里80%的产品将出口欧美国
家和地区。

“我们主要生产辅酶 Q10、DHA、
ARA等高新技术产品，是全国较大的生
物发酵基地，也是全球著名的营养强化剂

生产企业。”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赵江波介绍，公司辅酶Q10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居于世界第一，全球每2粒辅酶
Q10就有1粒来自“金达威”。2017年，
公司工业总产值达到6亿元，上缴各项税
金8000多万元。

进入工业化发展快车道，环保是绕
不开的话题。为解决环保瓶颈，托克托县
分步实施污染防治设施设计、建设、运营
一体化模式，推进环境设施专业运营服
务。

2014年8月，第三方污水处理机构
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入运
营。托克托工业园区内十几家企业产生
的工业废水源源不断地通过管道流入该
公司的污水处理站。“我们在废水出水口
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管理，下游污水处
理厂进水口也实现了实时在线监测，双重
监测确保排放污水达标。”该公司办公室
主任菅茂山说，污水达标排放及再利用工
程突破了制约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最大
瓶颈，实现了水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工业强县战略的全面实施，让这个
农业大县摇身一变成为工业经济强县。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等40
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形成了“煤—发
电—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铝硅钛合
金—铝硅钛合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玉
米）—深加工（发酵）—食品药品”等多条
循环经济产业链，构建起化工、电力、冶
金、生物制药、装备制造等产业多元化发
展新格局。托克托工业园区每年上缴税
金对全县财政贡献率达到70%左右，拉
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17年，

全县工业总量达701111万元，是1978
年996万元的704倍。2017年，托克托
县工业经济总量占到呼和浩特市的四分
之一，位列全区工业十强旗县。

探索：走农业产业化之路
入冬后的古城镇西黑沙图村没有冬

闲。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金果来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俊维和几位社
员围坐在一起，满脸喜悦地核算着今年合
作社的收成。

“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每人分红
2300元。到了2016年，我们的分红达到
每人5700元，原来撂荒的土地又有了收
益。”村党支部书记孙润曼介绍说，过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到各家各
户、各自经营。后来由于耕地收益低，青
壮年劳力外出打工人数逐年上升，致使村
里70%以上的土地撂荒。

2014年1月，在王俊维、孙润曼等人
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金果来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全村85%的村民以土地入
了股。合作社对集中起来的土地进行平
整、深耕和肥力培养，相继新建扬水站2
座、打机电井5眼，新增膜下灌溉2000
亩，荒芜的土地恢复了勃勃生机。

当年，中滩公社点燃了自治区农村
改革的星星之火。如今，西黑沙图村接过
改革“接力棒”，打破制度“藩篱”，走上了
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化经营之路。

目前，合作社有社员118户223人，
入股耕地3100亩，流转土地1400亩，总
经营土地面积4500亩。社员股金以土
地折算，每亩土地为1股。合作社还采取
统一购种子、统一购农资、统一技术规程、
统一田间管理、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经营
方式，实现集约化生产。过去每亩30元

都没人包种的土地，现在可实现每亩坐收
分红190多元。

西黑沙图村蹚出的改革之路，为周
边村庄增收致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相
继成立了“银果来”“玉果来”等4家合作
社。目前，5家合作社土地入股面积达
12000多亩，入股社员达到368户 821
人。

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不但解放了
土地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束缚，增加了农民
工资性收入，还让土地资源得到整合，提
高了土地生产效益。合作社将农户承包
权与合作社集体经营有机嫁接，曾经分散
开的土地再次属于“集体”所有。西黑沙
图村土地的“命运轮回”，是农村土地改革
不断深化的生动实践。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托克托县的
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数量不断增多。目前，全县有专业合作
社158家、家庭农牧场30家，总播种面积
88.29万亩，粮食总产量稳定在25万吨，
设施蔬菜基地8760亩，农作物综合农机
化水平达到84.5%。

2015年，托克托县在全区率先开展
了农资监管信息化平台试点工作，实现了
农资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2017年，该
县被列为全区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县，嘉丰现代休闲农业园被列为自治区级
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

在改革中奋进，在创新中发展。从
1978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18.4万元到
2017 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12.66亿元，从列入第一批国家级贫困县
到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稳中求进、
砥砺前行的托克托县，改革开放再出发，
昂首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塞外小岗”的富民强县之路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柴思
源）12月27日，内蒙古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
道德建设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内蒙古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
建设委员会是内蒙古文艺界加强职业
道德建设、推动行业建设的专门机

构。其成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央关于加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
设的重要部署，推动我区文艺界形成内
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相结合、自律与他律
相结合的行业格局。委员会由各艺术

门类德艺双馨的文艺家代表、全区文艺
家协会主要负责人、内蒙古文联有关职
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

会议现场审议通过了《内蒙古文
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章
程（草案）》。

内蒙古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成立

12月27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工商分局核发了该区首张“一照多址”公司营业执照，标志着“一照多址”这一便利化登记制
度改革新举措在赛罕区范围内正式推开。这是赛罕区工商分局继全面开展“审核合一”登记制度、深化“多证合一”改革、推进
简易注销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后的又一项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举措。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改革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