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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月 7日讯 （记者 阿妮
尔）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2018年自
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1034.4亿元，比
去年同期（下同）增长9.9%，高于同期
全国外贸进出口增速 0.2 个百分点。
其中，进口 655.7 亿元，增长 7.5%；出
口378.7亿元，增长14.4%。2018年，
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2018 年，蒙、俄、澳为自治区主
要 贸 易 伙 伴 国 ，对 蒙 古 国 进 出 口
327.7亿元，增长 24.1％；对俄罗斯进
出口 197亿元，下降 4.2％；对澳大利

亚进出口 57.1 亿元，增长 43.1%。自
治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699.3 亿元，增长 14.6%，高于同期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增速
1.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16.9 亿
元，增长 15.9%；进口 482.4 亿元，增
长 14%。我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
为拉动自治区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民营企业为自治区外贸进出口主力
军，但比重小幅下滑；出口以钢材、机
电产品、有机化学品为主，进口以资
源性商品为主。

2018年我区外贸进出口
增速高于全国

本报 2月 7日讯 （记者 石向
军） 2月7日，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
解到，去年，我区气象部门对蒙语天气
预报节目进行改版升级后，春节前夕，
为服务自治区向北开放战略，节目中
增播国外城市天气预报。

据悉，节目中新增播蒙古国的乌
兰巴托，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的克

孜勒、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埃利斯塔、布
里亚特共和国的乌兰乌德四城市天气
预报，主要内容包括四城市的未来两
天晴雨情况、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进
一步服务向北开放战略。这四个城市
使用蒙古语交流的受众较多，且内蒙
古卫视蒙语频道在四城市的收视率较
高，颇受当地群众欢迎。

我区增播国外城市天气预报

□本报记者 赵媛

眼下正值寒假，正是不少中小学生集中选择课外“充电”的
时间。最近不少家长和学生发现，原来办学条件参差不齐、培
训内容五花八门的校外培训机构正在变得更规范、更有秩序。

2018年寒假到来之前，包头市东河区教育局、民政局、市
场监管局、公安分局、城管局、物价局、辖区办事处和派出所等
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其办事处辖区内的无证无照校外
培训机构展开了一次联合执法检查。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在开展联合执法的同时，还出动宣传
车配合宣讲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现场为学生和家长发放
了500余封《致学生和家长一封信》。

办学场所面积不达标，授课教师无教师资格证，消防、卫
生、安全等方面存在隐患，超范围培训经营，乱收费、收退费管
理混乱、发布虚假广告等等问题在执法检查中一一暴露。执法
组在检查中还发现，此次接受检查的辖区内33所培训机构均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各部门根据职责，当场对这33所违法违规
举办校外培训机构下达了停办取缔通知书。

执法组工作人员表示，将通过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和“黑名单”，更好地营造良好的东河区校外培训教育秩序，有
效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在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市教育科技局按照校外培训机构
学科类培训备案审核流程，通过消防前期验收合格、教科局现
场勘验、教师资格真实性核验，及教育教学内容专家组审定等
程序，于2019年1月为该市首批10家校外培训机构发放了学
科类校外培训办学许可证，为更进一步规范管理迈出第一步。

2018年以来，中央和自治区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
担工作作为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于2018年 8月专门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发展的意见》。

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进一步规范面向中小
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和办学行为，提升办学质量和水
平，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我区于 2019年1月11
日正式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

时间紧、任务重，这份被业内人士称为“史上最严”校外培
训机构实施意见也给教育管理部门带来不小的压力。

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曹轶明说：“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民
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8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的综合治理工作，并在年底全面启动了机构登记
工作。”

截至 2019年 1月 17日，我区已完成摸排校外培训机构
5514家，发现问题4126家，现已全部完成整改。

“校外培训机构首先应当依法进行审批登记，实行先证后
照，必须先取得办学许可证，方可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才能开展培训。对已
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如不符合设置标准，应当按标
准要求责令限期予以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吊销办学许可
证。未经属地教育部门批准，任何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家教、
咨询、文化传播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业务。”曹轶明
说。

据了解，实施意见在规范培训行为中明确规定要推行亮证
办学，即校外培训机构不仅要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还要公布
其办学类别、层次、招生对象、培训项目、培训内容、教师信息
等。呼和浩特市家长李女士说：“明明白白地公示能让接受培训的学生和家长心
里亮亮堂堂。”

在培训内容方面，曹轶明强调：“尤其是不得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小学化教育。”
校外培训机构不仅需要将培训的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等要向所
在地旗县市、区教育部门“报备”，还规定了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不得布
置作业。

此外还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
名，严禁举办、受托举办或变相举办与入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测试、竞赛或排位
赛等。实施意见还强调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
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校外培训毕竟只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实施意见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同
时，还强调要全面提高中小学育人能力。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窦贵君说：“中小学
校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布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学校教学计划，开足、开齐、开好
每门课程，要坚持依法从严治教，对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
行为要坚决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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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二连浩特 2月 7日电 （记
者 梁亮）2月6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春
节的临近，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
年货发运量呈现增长态势。今年1月
份，中欧班列过境二连浩特口岸出口班
列累计开行37列，运送标箱1517箱，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7.04 %；进口班列
累计开行 70 列，运送标箱2870箱，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2.08%。

中欧班列进出口开行的班列分别
为郑州圃田—德国汉堡、重庆—波兰
马拉舍维奇、天津—俄罗斯霍夫里诺、
新筑—俄罗斯霍夫里诺、成都城厢—
俄罗斯、团结村—俄罗斯莫斯科，主要
出口货物包括汽车、轮胎、服装、无纺
布、饼干、文体用品、扫描仪、锅炉、棉
质毛巾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日用品
和小家电等，主要进口货物为板材、机
器人、牛奶、红酒、电脑配件等。

二连铁路口岸中欧班列
进出口运量实现开门红

□本报记者 刘玉荣

眼球破裂，清创、止血，激光治疗，轮番不停地操作和着
来回地脚步声，争分夺秒的每一瞬间都在争夺光明。这是
去年除夕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医护人员救治被鞭炮炸伤眼睛
男子的一幕。为了挽救这名患者的眼睛，赵全良做手术7
个小时。每到春节，也是赵全良最忙碌的时候，一天要接诊
七八十名病人。又是一年新春时，记者走进内蒙古林区总
医院，体验眼科医生赵全良的一天。

“喜欢岳云鹏的相声吗？”“喜欢。”“别紧张，好好配合手
术，你今年就可在春晚一饱眼福。”1月24日，按着每天惯
例，7点10分赵全良准时来到眼科病房，与今天要接受手术
的患者聊着天。

“这么多年都养成习惯了，每天早上不到7点半我们就
到单位，所有住院的患者都要检查一遍。即便不在单位，我
们的手机也要保持24小时开机。”护士长洪杰向记者介绍
说，今天上午安排了4台手术，其中3台都是白内障手术。

为了保障患者手术顺利，赵全良提早与护士检查手术

前各个环节的准备工作。在手术前，赵全良还要与患者聊
聊家常、讲讲笑话，做心理安抚，缓解病人紧张情绪。

4台手术下来已近晌午，还未顾上喝口水，又有一位53
岁的女患者走进了诊室，来做白内障术后的复查。

一天时间里，赵全良接诊的患者除了意外眼部伤害外，青光
眼、急性结膜炎、葡萄膜炎等也是主要的发病病种。“春节期间，除
非是非看不可的病，一般患者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就诊。”赵全良
说，青光眼是节日期间高发的眼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情绪
波动过大和用眼疲劳都容易发病，一旦有眼胀、眼痛、头痛、恶心
呕吐、视力下降等症状，就应及时就诊，若延误治疗容易失明。

赵全良今年46岁，自1999年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来内
蒙古林业总医院工作，至今已有20个年头了。近几年来，他平
均每个工作日都要做5台以上白内障手术。2018年，内蒙古林
业总医院眼科手术共1335人次，其中白内障就占1039次。

说起今年除夕仍不能与家人团聚过年，赵全良表示并不
遗憾。他说，当看到被病痛折磨的患者，通过他们的治疗症状
减轻恢复笑颜时，那种心灵上的满足感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华灯初上，记者离开医院时，赵全良仍在巡查病房，查
看着术后的患者情况。

眼科医生赵全良的一天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张慧玲

“ 我 是 一 个 小 粉
匠，粉条细又香……”
离春节没几天了，兴安
盟科右前旗俄体镇义
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高光泉还在厂子里
忙着，边干边哼着歌。

他干活的地方是
天甲粉业的成品车间，
这些天这里一直很热
闹，工人们正忙着包装
新年礼盒，北京的一家
超市一次性就订购了
2000件粉条。这个大
订单让高光泉和工友
们很高兴，但能多挣钱
贴补家用比什么都重
要。他在这里打工，一
天能收入100多块钱。

今年 55 岁的高光
泉过去是远近闻名的

“粉匠”，宽粉、细粉、粉
皮等都很拿手，但这并
没有给他带来好日子，
全家只能靠种地维持
基本生活。2017 年 3
月，老伴被检查出乳腺
癌，手术虽然很成功，
可老伴不能再从事体
力劳动了，而且还背上
了 10多万元的债务。
家里一共种了 17亩玉
米，一年收入 3500元，

除去生活开支，还债的日子遥遥无期，
高光泉感觉天快要塌了。

正在他愁眉不展之际，镇里和村
里通过精准识别，把他家纳入到建档
立卡贫困户，通过资产收益分红、公益
性岗位护林员等政策叠加帮扶，经济
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不久前，村里的
马铃薯加工企业——天甲粉业专业合
作社也看中了他的做粉手艺，与他和
另外两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季节性
用工合同，就这样高光泉成了天甲粉
业的工人。一天能挣150元钱，一年
能干三个多月，能收入 1万多块钱。
高光泉高兴地说：“这相当于我的一个
新年礼物了。”

除此之外，高光泉还有一件喜
事。这两年，在镇里的协调下，他贷款
陆陆续续买了50多只基础母羊。到
今年他养的羊有了一定的规模。“过
了年，能下100多个羔子，可以卖5万
多块钱，我家的饥荒就能还完了，日子
就有盼头了，我这心里老高兴了。”高
光泉笑着说。

高兴的事还没完，几天前，新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屈年军带着一份合同
找上门来，告诉高光泉：当地政府和天
甲粉业进行了对接，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提供优惠政策，土豆的回收价格每
斤高于市场1毛钱。

原来，前几年马铃薯的价格上不
去，高光泉一直种玉米和大豆，虽然稳
产，收入却不多。这两年，俄体镇把产
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抓手，按照“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
扶持天甲粉业做大做强。开春后，天
甲粉业的订单种植基地要扩大到
5000亩，镇里和合作社商定，优先与
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单合
同，高光泉成了第一批受益人。

“今年我真是三喜临门，我有工作
了，我养的羊成气候了，我的土豆有订
单了。活了大半辈子，这是我最难忘的
一个春节。以后我要好好干，把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的。”高光泉信心十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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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春节期间，在腾格里经济技术开
发区嘉尔嘎勒赛汉镇塔日阿图嘎查，
对温棚种植户而言没有农闲一说。这
几天，该嘎查种植的温棚反季蔬菜备
受客商青睐，家家户户忙得不可开交，
在嘎查温棚种植基地路边，前来贩购
蔬菜的客商人来车往，好不热闹。

2月6日，大年初二早晨，记者走进
温棚种植户韩文军的沙葱温棚，只见他
正在与农户们忙着收割沙葱。温暖的阳
光从温室大棚顶部倾洒下来，透着浓浓
的春意。“这几天，正赶上温室种的蔬菜
上市了，特别是我种的几棚沙葱供不应
求，全家上阵还是忙不过来，许多商家就

站在棚内等着，都想趁鲜卖个好价钱。”
韩文军边包装刚割下的沙葱边乐呵呵地
说。“现在收割的沙葱是去冬以来的第5
茬了，收割前，银川、青铜峡、中卫等临近
市区的经销商就打电话订购。”

韩文军是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远
近闻名的温棚种植能手。在政府扶持
下，他于5年前开始种植温棚6座，全部
种了沙葱，当年就喜获丰收。2017年，他
又投入55万元，购买了棚膜、卷帘等保温
设备，对温棚进行改造，并扩充到22座。

今年，韩文军仅温棚种植沙葱达
21棚，春节期间全部集中上市。他告
诉记者，一棚沙葱一茬能产500公斤，
批发价8元，一茬能卖8000元。一冬
能产4至5茬，一棚沙葱收入在2万多
元。“温棚种植节约水、效益高、见效

快，是个致富的好门路。现在除去用
水、用电及雇佣人工等费用，每年纯收
入几十万元。”韩文军说。

春节前后，不仅是韩文军的温棚
沙葱在赶节日市场，在塔日阿图嘎查，
别的温棚种植户也都喜获丰收。记者
走进温棚种植户王俊士的温棚里看
到，满棚的西红柿苗挂满了果实，红绿
相间，十分喜人。正在采摘蔬菜的王
俊士忙得汗流浃背。“几棚西红柿、茄
子、辣椒、芹菜、菠菜都在春节赶上上
市，每天采摘下的蔬菜不出棚就销售
了，忙得我都顾不上换过年的新衣
服。”王俊士擦着额头上的汗说。

据了解，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扶持农民把温棚种好种出效益，近
几年，当地政府帮助通水铺路，争取到

菜篮子工程项目款38万元、财政一事
一议项目款32万余元，给每座温棚补
助5000元；该开发区就业部门还为21
户温棚种植户发放创业贷款 142 万
元。与此同时，为扩大种植规模、抵御
风险，农户们成立温棚种植合作社，由
韩文军担任理事长。目前合作社温棚
种植发展到50户，种植各种蔬菜、沙
葱、葡萄、油桃温棚117座。通过政府
扶持，温棚种植户都步上了致富路。

“为满足春节蔬菜供应，打造沙地
有机蔬菜品牌，去年10月份我们就开
始预备春节大棚供应，还从开发区请
来专业人员蹲点提供科技服务，并引
导农民积极推广传统的农家肥种植方
法。目前合作社所产蔬菜 80%已销
完。”韩文军告诉记者。

大漠鲜蔬卖得火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2月1日，在集通铁路桑根达来站，背着大包小箱的旅
客络绎不绝。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辛劳了整年准备回家
过年的打工者。

上午10点左右，列车还未进站，他们却等来了正蓝旗
乌兰牧骑的演出大巴车。简单的舞台很快搭好，连上电源，
为旅客精心准备的一场演出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呼麦《成
吉思汗颂》、独唱《我的根在草原》、马头琴独奏《神马》、群舞
《祝福》、合唱《美丽富饶的正蓝旗》等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旅客们高兴地说：“没想到临近回家，还能欣赏乌兰牧
骑文艺演出，感觉真是要过年了，太热闹了，真好！”演出接
近尾声，有的旅客看演出忘记了上火车的时间，铁路职工一

个一个提醒，帮他们拎着行李，送上了火车。
春节来临之际，很多人们都在回家过年的途中，可是对

于铁路工人来说，春运期间是最忙碌的时刻。他们牺牲了
节假日，为出行的旅客营造了便捷和安全的出行环境。而
乌兰牧骑送来的演出，不仅让旅客们切身感受过年氛围，还
给坚守在岗位上的铁路职工带来了温馨。

桑根达来车站党支部书记高贵永说，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乌兰牧骑不辞辛苦，给我们送来慰问演出，不仅极大地
鼓励了我们职工的工作热情，还让我们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结束了火车站的演出，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匆匆吃了午饭，
又来到了敬老院。“太喜欢看乌兰牧骑的文艺演出了，特别好。”
演出还未开始，敬老院的老人们早早来到演出场地等候。

在桑根达来敬老院、哈毕日嘎敬老院，正蓝旗乌兰牧骑
演员们精心准备的演出，赢得老人们的阵阵掌声，有的老人
高兴地跳起舞来，现场洋溢着欢快祥和的节日氛围。

让旅客带着欢声笑语回家过年

日前，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漠文创创意园开展了“弘扬传统文化，喜迎新春佳节”主题活动，来自当地的小学生现场体
验活字印刷术、木版年画手工印制技艺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
识。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传统文化迎新年

■上接第1版
2月1日，记者来到锡林浩特市丽景

花园小区时，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
执法人员正在对街边商铺占道经营、流动
摊贩、“门前三包”等情况进行检查。

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周丽萍介绍说：“为营造祥和干净的环
境，我们对市区152条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6个街道办事处平房区开展了集
中清理整治活动，确保让广大市民高高

兴兴、干干净净过大年。”
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大街，环卫工

人们正对沿街的果皮箱及垃圾箱进行
消毒清洗。在垃圾转运站、公厕等场
所，环卫工人们也在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为亮丽的市容市貌默默地奉献着。

“生活在这座小城中，干净舒适的
环境、清新怡人的空气，真正让我们感
觉到了幸福指数节节攀升。”领着友人
在贝子庙景区游览的梁卫国自豪地说。

“草原明珠”的幸福指数
■上接第1版

在包头市创城期间，有一个赶着
毛驴车沿街卖菜的老大爷违章占道
经营，队员多次劝说无效，只能搬来

“救兵”高永红。他了解情况后，耐
心地讲解执法依据，并和老大爷谈
心。当他了解到老大爷生活贫困仅
靠卖菜养家糊口时，便当即自掏腰
包买下了老大爷车上剩余的菜，还
在就近的便民市场内给老大爷争取

了一个摊位，解决了老大爷的后顾
之忧……老大爷深受感动，握着高
永红的手久久不放。

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就是高永
红的日常工作内容。他说：“城市管
理的核心是为人民管理城市，只要
悉心耕耘，为群众着想，付出自己的
最大热情和全部精力，就是为老百
姓过上美好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春节里最美的“敬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