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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
冕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陛下加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和泰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你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关心支持中泰友好事业。我高度重视中泰关系
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弘扬中泰传统友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祝泰王国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安康。

习近平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本报记者 刘向平

4月13日上午，61岁的张二玲拿出
14颗大土豆、1颗大白菜、2斤粉条、1.5
斤豆腐，又盛出6大碗白面，准备做烩
菜馒头。这是她自打19岁结婚后，做
的饭菜数量最少的一次。

结婚前，她除了放羊，就是给家人
做饭；结婚后，她除了做饭，还得种地、
养羊。她对十几口人的悉心照料，从没
落下一天。

身患脑梗、风湿性关节炎的张二玲
是石拐区白狐沟办事处脑包沟村村
民。她用一生的精力，书写“敬老爱
亲”；她用一生的坚守，诠释“道德与责
任”。她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
做下去。”

她是自治区“道德模范”，也是包头
“好人”。

在包头，像张二玲这样的好人远远
不只她一人。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一生
致力于帮助别人的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陈文学说。

“逢年过节孝敬老人不算啥，要做
到每天孝敬才是真孝敬。”坚守33年唤
醒植物人养母的全国道德模范朱清章
说。

“我要做妈妈的腿和手，永远不变，
可以拉钩。”母亲瘫痪在床，3岁起就尽
力照料母亲的全国孝心少年梁蓉说。

3000多位“好人”，宛如一缕缕和
煦的春风，又像一道道别致的风景，让
这座内蒙古建立最早的工业老城变得
更加绚丽，更加迷人。

包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盖连玉说：“几十年来，我们始终
把城市的软实力建设放在与硬实力同
等重要位置，把公民道德建设有效镶嵌

在城市建设、城市文化、城市管理、城市
宣传等方方面面，是各级党委、政府以
及全体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的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
想把一个人塑造成文明道德的人，首先
得从娃娃抓起。包头市以少年宫和中
小学为主阵地，以课堂为补充，组织开
展“德润鹿城·拥抱经典”儿童戏剧大舞
台、“十佳新时代好少年”等12项德育
活动，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说起德育，北重四小副校长邵晶洁
介绍说：“我们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每个班级每天都有一节经典诵读课，目
的就是让孩子们从中受到启发，从小养
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做一个乐于助
人的人。”

4月1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白云

区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展览馆，只见
这里人头攒动。市民张海燕告诉记者，
这是她第三次来这里了，前两次是带着
父母和公婆，这次让6岁的孩子提早来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在包头，王若飞纪念馆、北方兵器
城等27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8个主
题公园、广场，成为广大市民接受文明
教育的场所。

场所有了，活动内容不能单一，更
不能乏味。市文明办以“德润鹿城·文
明包头”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为主线，常
态化开展“文明交通”“文明旅游”“好家
风家训巡讲”等6大行动，推动“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美德少年”以及“文明”
系列和“最美”系列等5大评选。

活动不仅是形式，也是一种文化传
播。包头市将草原文化、西口文化、黄
河文化、工业文化、红色文化等本土多
元文化中孕育的优秀道德基因，同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效融
合，创新传承； ■下转第3版

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包头蝉联“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纪实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戴宏）
5 月 4日，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来到自治区公安厅，看望慰问节
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公安民警，调
研社会治安、扫黑除恶、缉枪治爆等工
作。

节日期间，全区社会治安状况如
何？布小林来到自治区公安厅指挥中
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各盟市上报的社
会治安状况及舆情信息进行分析研
判。她通过指挥调度系统，现场听取
各盟市公安机关及两个环京治安检查
站节日期间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向坚
守岗位的公安民警致以亲切的问候，
对大家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她指
出，自治区成立72年来，保持了经济
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
局面，公安机关为此作出了重要贡

献。广大公安民警要牢记时代使命、
忠实履职尽责，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布小林先后来到自治区公安厅扫
黑办综合材料、线索核查、情报信息研
判等部门，详细了解全区公安机关扫
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内蒙
古自治区扫黑除恶管理工作平台建
设。她强调，公安机关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践
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
任务，全力以赴，扎实推进，以决战决
胜的精神状态全力攻坚，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不断推向纵深。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布小林在自治区公安厅
调研时强调

以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全力攻坚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向纵深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记者 王红梅

2019年的春光洒入五月时节的阿勒腾席热镇，一树桃花绽
放街头。

素有“煤海绿洲”之称的伊金霍洛旗，作为重要的能源战略基
地和清洁能源输出基地，正紧紧牵住生态文明建设的“牛鼻子”，
从生态建设、污染防治、优化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入手，倾力推动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以绣花功夫见缝插“绿”
沿包茂高速行驶至伊金霍洛旗境内，路两旁新绿撩人。间或

崛椽柳，抑或樟子松，密密匝匝遮挡行人的视线，柳枝已泛鹅黄，
樟子松正吐春意，粉色或白色的花零星点缀着绵延不断的绿。

2019年，伊金霍洛旗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按照“舒展大气”“精
美秀气”“亲水灵气”的理念，对水岸新城、王府广场、全民健身馆、
西北片区、红海子水系等5个区域，文明东街、滨海东路等28条道
路和71个节点景观进行集中打造，对柳沟河公园、阿吉奈公园等
9个公园广场景观进行品质提升，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提
升城市园林园艺景观。

伊旗园林局工作人员编排的几句话，足以印证伊旗城市绿化
内容的精彩纷呈：一城绿色三季花，公园绿珠缀满城，道路绿化连
成网，水系激活生态城。伊旗园林局副局长云伟介绍，这是对伊
旗今年将努力建设的城市绿化网络体系的归纳，该体系建设的主
旨是让市民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体验自然，不断提升幸福感、获
得感。

城市绿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全域中的一个视角。透过这个视
角，可以纵览伊金霍洛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让3000平方公里沙
地在40年建设中身披绿装的精彩——

4月5日，记者走进成吉思汗国家森林公园，大面积的人工造
林景观蔚为壮观，让人不能不惊叹伊旗植绿护绿爱绿的坦诚心
切，林中有狭窄的路面，仅供一辆汽车穿行，高大的樟子松被一一
掠过，间或有一片桃树林或杨树林。北方大地复苏不久，不再裸
露的地面上，草透新绿，随处可见春的生气。

追忆过去，宋利平很容易想起伊旗土地沙化面积达3000平
方公里、全旗森林覆盖率不足3%的灰暗历史。从上个世纪70年
代初，伊旗开始了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扩大森林覆盖面积。特
别是1978年被列入“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旗县后，通过林
业引领、场站先行、全民参与，全旗进入防沙治沙、全面植绿护绿
新阶段。进入新世纪，按照绿色崛起理念，全旗有计划、有步骤开
展大规模治沙造林，先后启动实施了天保工程、退耕还林、三北四期、日元贷款植
树、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工程和“四区十线一新村”绿化、碳汇林、城防林、
国有林场站残次林改造等地方林业工程，对沙丘、荒原、丘陵、道路、村屯、园区和
矿区复垦区进行绿化，防沙治沙工作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十八大以来，伊旗多措并举，通过政策驱动、科技推动、产业拉动等多元机制，
大力度推进生态建设。截至目前，全旗森林面积达到300万亩，沙化土地基本消
除。

“十二五”期间，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要求，
伊旗率先建设“互联网+”义务植树示范点，深入实施生态强旗战略，累计投入资
金46.7亿元，完成造林面积69.2万亩。

在推进生态建设的漫漫长征路上，伊旗见缝插“绿”，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
试。譬如，在树种选择上，坚持灌草乔结合，以灌草为主；在治理方式上，坚持造飞
封结合，以造封为主。在治理模式上，坚持带网片结合，以带网为主，突出生态效
益；坚持造林、管护、林沙产业发展并重，在造林绿化的布局上，坚持点、线、面结
合，实施围城、围园、围路、围沙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四围工程”。

持续“添”绿，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沙进人退的“不毛之地”，逐步成为投资创
业的热土，生态文明建设从“大地披绿”到“身边增绿”和“心中播绿”转化，为快速
发展增加了新砝码，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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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小朋友在内蒙古科技馆
体验退役军用电台。当日该馆举办
了“内蒙古科普大讲堂——草原电台
无线电科普讲座”。五一小长假期间，
内蒙古科技馆开展了《“创新决胜未
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科技
成就展》大型主题展览、保护环境科普
剧、科普讲座等内容丰富的活动，累计
吸引游客41344人次。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假期科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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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牛粪可以烧，羊粪可以当肥料。”说
起牛羊粪能干什么？相信很多人的理解
都是仅此而已。

今天，记者要给您讲述的是牛羊粪
从废弃物变为商品，并且大受消费者青睐
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锡林郭勒草原上几
位创业达人……

有机肥料远销福建省
“目前，我公司产品最远销售到福建

省一家种茶农场。据反馈，效果很好。”内
蒙古诺民塔拉资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创
始人占布拉自豪地说。

占布拉是西乌旗巴彦花镇查干宝格
图嘎查牧民。2014年，他敏锐地察觉到
商机，创办了以牛羊粪为原料的有机肥料
加工厂，通过精心经营，生产规模越来越
大。2018年，占布拉联合6名牧民合作
投入400万元扩建了厂房。

如今，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厂房占
地1700平方米，形成加工、包装、运输、销
售为一体的生产链，并与周边嘎查12名
牧民签订长期的购销合同，覆盖了周围
18个嘎查的牧户。公司员工苏德毕力格
说，不仅在自家门前实现了就业，每个月
还能挣4500元工资。

公司成立以来，不断拓宽产业链和
扩大生产规模，把以牛羊粪为原料的有机

肥料卖到了北京、福建等地，公司年产量
达到20万吨，纯收入达到了200多万元。

近年来，公司的产品知名度越来越
高，以绿色、有机为品牌的肥料供不应求，
有效带动了牧民增收。占布拉说，今后，
要加大研发力度，制作出更多精细的有机
肥料，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牛羊粪变为精美工艺品
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相信您也不

会把粪便和工艺品联系到一起。
在锡林郭勒草原，却有这么一位异

想天开的牧民，用牲畜粪便创作出精美的
工艺品，并且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他叫额
尔登红格尔，是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
日罕锡力嘎查的牧民。2017年11月，他
的五畜粪手工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专利权，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5月2日，记者来到额尔登红格尔家
时，有几位顾客正在挑选手工艺品，在选
好自己心仪的样品后，开始跟额尔登红格
尔商量定做的事宜。

顾客乌云格日勒手里拿着一件做工
精美的鼻烟壶说：“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是
不敢相信牲畜粪便能够做出这么精美的
工艺品，真是太厉害了。”

额尔登红格尔制作的五畜粪工艺品
所需的原材料是马、骆驼、牛、绵羊、山羊
的粪便，经过打磨等一系列工序，精心制
作而成。他制作的工艺品主要以图拉嘎、
鼻烟壶、祭祀筒等民族手工艺品和日常生
活用品为主。自获得专利以来，他的订单
从未断过。据粗略估计，额尔登红格尔制
作工艺品年收入达到了3万元。

如今，很多顾客慕名而来找他购买、
定做工艺品。有了增收渠道，额尔登红格
尔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认为作为一名
新时代的牧区青年，除了科学养畜，更应该
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下一步，我准备在
旗里开一家手工艺品店，创作出更多精品，
让草原畜牧业的附加值得以提高。”

生物燃料温暖千家万户
西乌珠穆沁旗巴彦呼舒苏木柴达木嘎

查牧民阿拉腾仓家有300多只羊，一年能产
生近300立方米粪便，他以每立方米30块
钱的价格，全部卖给了崔树清。阿拉腾仓
说，不仅1年能挣9000元，还减少了环境污
染，对于我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从牧民家收购回来的牛羊粪便经过
昊鑫生物质环保颗粒加工有限公司生产
线的筛选、粉碎、烘干、配置等多道工序之

后，变成了热值很高的生物质燃料颗粒，1
吨能卖到600到800元。

公司总经理崔树清介绍说，公司生
产的6毫米左右颗粒燃料的热值能达到
3800卡，30毫米左右颗粒的热值能达到
3500卡。

创业初的崔树清花了30多万元自主
研发了用牛羊粪制作燃料，又东拼西凑了
近500万元建厂，于2018年正式投产。
因为生物质颗粒与市面上普通煤的热值
和价钱差不多，但更环保，所以一直供不
应求。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忠实用户牧民乌
仁其木格说，用起来特别干净，火势还很
旺，感觉比烧煤要好很多。

“我区1年产生的牛羊粪便大概在
9000万立方米，相当于100个水立方的
体积。这些粪便如果处理不当，是重要污
染源，如果利用好，反而是一个大宝库。”
崔树清说，今年要扩建厂房，把生物质燃
料的产能从现在的1年2万吨增加到7万
吨。

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崔树清的公司
还和中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对方负责技术
升级，把生物质颗粒的热值提高1500到
2000大卡。

“当下，国家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
设，守护绿水青山，是我们每个人应尽
的责任。今后，我们企业将致力于绿色
无污染的生物质燃料的推广，努力减少
污染，把草原家乡建设得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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