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赤 峰 3 月 20 日 电 （记 者 徐 永 升
见习记者 刘晓冉）近日，中国科为博集团与美
国建明集团的合资签约仪式在赤峰举行。双方
投资合作后，位于赤峰市元宝山区境内的内蒙
古科为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1
亿元。双方合作后，将融合中国的智造能力和
美国品牌能力，使企业的酶制剂产品由饲料酶
扩展升级到食品酶、医药用酶等多个领域，企业
的益生菌产品也向动物、植物、人三方面齐头并
进。

中国科为博与美国建明集团的合资，并非
元宝山区工业跨国合作的首例。此前，荷兰皇
家帝斯曼集团曾收购赤峰本土企业，新成立了

帝斯曼润邦（内蒙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企业正在创建世界级的食用亲水胶生产基地。
以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来推动对外开放，是元
宝山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几年来，
元宝山区打出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
组合拳，推动工业经济迈向了高质量发展的快
车道。

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发试验区是
元宝山区工业经济的主战场，区里持续“挑商选
资”，把住了项目的准入关，提升了开发区开放
发展的水平。几年前，一个企业总投资 387 亿元
的年产 200 万吨甲醇项目有意入驻开发区，可项
目的年耗水量却高达 2000 万吨，区里的决策者

毅然将这个高耗水项目拒之门外。为了提高招
商引资的层次和质量，区里规定：入驻开发区的
企业，每亩的投资强度要在 200 万元以上，高污
染、高耗水的项目一律不准进入开发区。如今，
开发区已入驻企业 50 家，既有帝斯曼润邦等知
名跨国企业，也有大地云天、伊品生物、瑞阳化
工等行业领军企业。“挑商选资”的增量促进了
工业结构的调整，2018 年，全区精细化工、生物
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达了
38%。

创新驱动激发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动力。眼下，内蒙古普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发酵车间正在进行投产前的最后调试。企业

研制的产品硫酸依替米星是国内首个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国家一类新
药，其原料药每公斤价值 6 万元。目前，企业
研发的抗癌新药 FY-808 获得了美国、日本和
加拿大的专利授权，已在中美两国同时进行临
床实验，抑瘤、抗瘤效果显著。为了提高企业
的科技创新能力，开发区已成立 12 家自治区
级企业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室，有
3 家院士工作站正在申报中。今年开发区还
将建设 5 万平方米的化学合成和生物发酵中
试车间，它们将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
公里”。

绿色发展让开发区一批节约环保型产业集

群脱颖而出。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是
发展循环经济的典范，这家企业所用的磷精粉，
是从承德地区超贫磁铁矿的废弃尾矿中选出；
企业所用的硫酸则是赤峰云铜和金剑铜业两家
企业铜冶炼的副产品。企业除了年产 60 万吨磷
肥和 25 万吨复合肥外，还利用废弃的磷石膏，建
设了年产 3000 万平方米的纸面石膏板项目。
今年，元宝山区将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以国电
化工、伊品生物、瑞阳化工、普因药业等企业为
龙头，补齐产业链，延长产业链。着力打造煤磷
化工、生物化工、精细化工及新材料和生物医药
等 4 个耦合发展的产业，力争形成 4 个百亿元的
产业集群。

开放发展 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

元宝山区打出高质量发展“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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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海 3 月 20 日电 （记者 于海东）近
日，乌海市海南区的广纳煤业骆驼山矿区环境综
合整治和绿色矿山建设项目，被列入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该项目是海南区首个获得自治区绿色矿山
称号的项目。近年来，海南区不断加强矿山企业
生态环境治理，将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
作为转变矿业发展方式、实现矿业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该区已有 3 家煤矿成
为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广纳煤业负责人表示，借
助列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
展项目的契机，公司计划投资 3 亿多元，集中整
治骆驼山矿区周边 9 家煤矿的渣土山，建成一个
矿山公园。目前，在海南区骆驼山矿区，一部分
矿区已经完成覆土绿化作业。这段时间，企业正
在扩大治理区域，平整其他渣土山以及覆土作
业，为绿化打基础。

海南区一矿区

被列入联合国发展项目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梁子晶

“1、2、3、4，啦索啦哆啦，啦哆啦哆嗦米⋯⋯”
随着老师的指挥和节拍，演奏者们拉响四胡，曲
调豪迈悠长，刚劲中蕴含着柔美，让听者如痴如
醉，仿佛置身千里草原，骏马奔腾而过，留在心
中的是一片辽阔。

还没走进乌兰浩特市老年体协民族艺术团
的排练室内，便已听见四胡演奏的声音，让人不
忍前去打扰。

“我们的民族艺术团已经组建 10 年了，最
初只有 7 个人，后来因为好多人都喜欢民族艺
术，人员慢慢就多了起来，到现在已经有 40 多

人。从周一到周五，大家从来不耽误排练。”民
族艺术团团长陶布其介绍说。

乌兰浩特市老年体协民族艺术团成员全部
为蒙古族，组成人员为退休职工、退休教师，以
及进城的农民，在民族艺术的熏陶下，大家生活
得有滋有味。每年的 5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的傍
晚，在乌兰浩特市五一广场的西南角，有一群人
在那里吹拉弹唱，歌声和舞姿吸引着来来往往
的市民和游客驻足，叫好声、掌声此起彼伏，他
们正是民族艺术团的成员。

“我们平时就在五一广场上自娱自乐，10
年来，观看我们演出的人数大概有几十万了。
另外，参加的各类专场演出一年也能达到 20 多
场，乌兰牧骑宫、兴安礼堂等场所都有我们的声
音；我们还经常到扎赉特旗、科右前旗的乡下进

行演出，跟农牧民朋友亲密接触、互相交流，活
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同时把党和政府的好声音传
递给他们。”陶布其说。

“参加民族艺术团已经 9 年了，眼看着我们
团发展壮大，大家对民族艺术充满热情，每天在
一起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特别开心。”70 岁的
民族艺术团成员陈长山如是说。

在民族艺术团内，四胡协会扮演着重要“角
色”。2019 年的兴安春晚上，四胡协会经过一
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在晚会开场表演了四胡合
奏《追风骏马》《赛马》，以及好来宝《幸福生活》，
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组建 3 年来，四胡
协会开展大小型活动 40 多次，专场演出 20 多
场；获得 5 次盟、市级表演优秀奖。

“四胡是我们蒙古族优秀的民间艺术形式，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正是对民族艺术的弘扬，所
以，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十分热爱、百分投入。”
民族艺术团副秘书长安全感慨地说。

由于民族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大
家的基础参差不齐，于是提升个人的艺术水平
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事儿。何高娃老师的到来为
大家解了这份“忧”。曾经是音乐教师的她，退
休后不久就来到民族艺术团，手把手地教大家
编排舞蹈、乐器伴奏等，教大家识乐谱、规范演
出。“因为相同的爱好我们才走到了一起，自己
快乐的同时，大家也快乐。”高娃老师说道。

“下一步，我们最想出国演出，希望把民族的
艺术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同时，为了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我们也会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到人
民中间去，把民族艺术弘扬好。”陶布其表示。

四胡声声润心田

■信息吧

■亮点

本报巴彦淖尔 3 月 20 日电 （记者 韩继
旺）近日，乌拉特后旗举办“春风行动”现场招聘
会，为求职就业者和用工单位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促进转移就业，引导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

招聘现场，发布招聘岗位信息、招聘会信息、
职业培训信息等 4000 余份，来自紫金矿业、黑猫
煤化工等 27 家企业前来招聘，提供电工、车间岗
位操作工、生产工人、会计等 600 个岗位，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 626 人。

即将大学毕业的王磊满意地说：“我大学毕
业后想回家乡就业，在招聘会上与两家专业对口
的企业进行了接触，初步有了就业意向，就业局
提供这样周到的就业服务，为用工供需双方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也促进了人才交流。”

乌拉特后旗

为就业者送“春风”

本报锡林郭勒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巴依
斯古楞）从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锡林浩特敖特
其蒙医医院为锡林浩特市 4 个苏木 40 多位贫困
户和出租车女司机免费体检。

本次爱心义诊活动，每人免费体检项目 13
项 ，免 体 检 费 700 余 元 。 敖 特 其 蒙 医 医 院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在锡林郭勒盟范围内免费体
检人数达 3000 名，其中包括贫困农牧民和妇女
儿童。2019 年开始，敖特其蒙医医院响应全国
健康扶贫号召，有针对性地对全市贫困农牧民、
低保户进行免费体检、免费就诊和补助报销等一
系列活动，助力全市健康扶贫。

该医院院长敖登巴特尔说，医院成立了扶
贫绿色通道和扶贫办公室，专门针对贫困户提
供低价格的体检、就诊、住院等一系列便捷的就
诊服务，在国家对贫困户医院报销标准的基础
上，医院会再补助报销 20%，切实减轻贫困户的
负担。

锡林浩特

民营医院助力“健康扶贫”

本报阿拉善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刘宏章）
近日，2018 年额济纳旗旅游收益发放仪式在巴
彦陶来苏木吉日嘎朗图嘎查举行。此次旅游收
益发放金额近 400 万元，全旗 3 个苏木镇 10 个嘎
查农牧民近 1000 人受益，其中包括贫困户 67 户
165 人，每户最高获得收益金 3.79 万元。这也是
额济纳旗连续第 6 年从旅游景区门票收入中为
景区内农牧民发放收益红利，已累计发放 1500
万元。

近年来，额济纳旗深入发展生态旅游、乡村
旅游，注重构建景区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做
足“旅游富民”文章。在各方努力下，额济纳旗旅
游产业链不断延伸，已成为该旗重要支柱产业之
一。以 2018 年为例，全旗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702.2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8.19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7%和 30%。通过“党支部+旅游
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发展模式，获得旅游红利
达 1000 万元，旅游经济生机勃勃，旅游富民惠民
成效不断彰显。

额济纳旗

农牧民喜分旅游收益
“大红包”

本报呼和浩特 3 月 20 日讯 （记者 刘
洋）“真是没想到，十几分钟就办完了，过去得跑
好几趟。”张三平是武川县二份子乡南书记村的
贫困户，说起自己去年在武川县医保中心“一站
式”窗口，只用了 18 分钟就完成了住院费用的
全部报销流程，至今仍是赞不绝口。

去年，张三平因患胆囊炎、胆结石伴有并
发 症 ，在 内 蒙 古 人 民 医 院 住 院 ，产 生 费 用
12818 元，结算后，可以统筹医疗费报销 8802

元，商业保险报销 2562 元，民政救助 199 元，
自己只负担了 1254 元。报销的费用直接通过
网银转到患者提供的银行卡里，并收到了短信
通知。

“十年奋斗成富户，一场大病如虚度”曾是
因病致贫群众的真实写照。

自脱贫攻坚以来，武川县严格按照国家卫
健委等 5 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要求，制定了《武
川县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

诊疗服务工作实施意见》，并成立了县内、县外
“一站式”服务窗口，极大地方便了贫困人口就
医报销，彻底解决了贫困户看不起病的大难题，
点亮了贫困户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开展健康扶贫，资金必须有保障。武川县
为了提高健康扶贫投入，在财力紧困的情况下，
由政府投入 60 万元，研发了健康扶贫“一站式”
综合服务软件，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等有效衔接，对建档立

卡贫因人口形成医疗保障合力。保障贫困人员
在县医院看病就医走健康扶贫绿色通道，并免
除挂号费和住院押金，出院时在“一站式”服务
窗口交付个人自付的 10%即可办理出院手续，
便利和效率成培增长。

自去年以来，贫困患者到医保中心“一站
式”大厅递交报销资料，30 分钟内就可完成网
银打卡即时结算服务。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民高效目标。

武川县“一站式”服务让贫困户看得起病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走进其木格美食手工坊，浓浓的奶香味扑面
而来。货柜上刚刚出炉的奶渣馅、山丁子馅、蓝
莓馅等手工面包冒着热气，店主其木格和她的姐
妹头戴三角巾正忙着和面，准备烘焙布里亚特列
巴圈。

“真好吃！我要 10 个奶渣面包、2 个千层酥、
1 斤酥果子。”品尝完其木格的奶渣陷面包后，从
海拉尔市慕名而来的韩女士一口气买了两大袋
子各式民族手工面点。

32 岁的其木格是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
苏木好力宝嘎查牧民。2 年前，在旗妇联的扶持
下，她靠着跟姥姥和妈妈学来的手艺，在巴彦托
海镇开了传承美食手工坊。现做现卖、价格合
理，让其木格的“民族手工面点”很快名传草原。

“我有 100 多个固定常客，微信群里关注手
工坊的客户已达到 204 人，去年收入差不多有 9
万多元。”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其木格还是当
地远近闻名的热心人。早在 2017 年 3 月，她的
手工坊就被旗妇联认定为“巾帼实用技术培训基
地”。

其木格从她的手工坊开业起，经常跟随旗妇
联走进各嘎查，为姐妹们传授布里亚特蒙古族传
统面点的制作技艺。2 年来，跟她学过面点手艺
的超过 800 人，遍及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
和鄂温克旗各苏木。

“跟其木格老师学了手艺，我也开了家民族
手工面点店，去年收入将近 5 万元。”新巴尔虎左
旗的包勒尔其木格在当地小有名气。

去年，其木格担任鄂温克旗妇联“扶志+扶
智”精准脱贫就业创业民族面点制作培训的讲
师，成为创业致富的榜样和带头人。传授技艺。

民族手工面点香飘草原

■图闻

就业技能培训。

韩女士喜欢其木格的面点。

色香味俱佳的各式面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