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春风拂枝吐新绿，正是植树好时
节。近来，在乌兰浩特市神骏山生态
修复区随处可见前来义务植树造林
的人，大家几人一组相互配合，挥锹
铲土、填入树苗、培实新土，一片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

“我们要爱护树木，让我们的地
球拥有一个美好的环境。今天给小
树浇了水，希望小树和我一起茁壮成

长。”植树现场，来自兴安一小的学生
姜昕彤充满成就感。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构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今年，兴安盟全面启动大兴安岭南
麓百万亩人工林绿色长廊建设工程，
通过扩大社会参与面、加大资金投入、
创新造林机制等措施，实施好生态修
复、退耕还林、防治荒漠化和乡村绿化
工程，全力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区。

眼下，科右前旗俄体镇齐心村合
作社技术人员，也正带领村里贫困户

在 3000 亩山坡地上栽植果树经济
林。依托合作社帮助，从前期栽种到
后期养护，贫困户不用花一分钱，只
需把自家的地交给合作社管理，就有
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经济林。

近年来，兴安盟坚持以造林促投
资、以造林促环境、以造林促增收、以
造林促发展，把生态环境优势逐步转
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
等生态经济优势。

2019年，兴安盟通过加大林业项
目资金整合力度、积极引入社会化资

本参与生态建设等措施，拿出5亿元
资金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在造林机制
上，通过创新引进公司造林、先造后
补、蚂蚁森林公益造林、3P造林等模
式，丰富了植树造林形式。并把造林
绿化与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开展乡村片林、景
观通道、庭院绿化、四旁绿化、乡村绿
道、休憩公园建设，积极培育特色经济
林，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和林下经济，努
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植树节期间，全盟 6个旗县市

10万余人参加义务植树，完成造林
50 万株，形成了全盟动员、全民动
手、全社会参与国土绿化的氛围。”兴
安盟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白长峰说，今
年的造林活动将持续到5月10日，按
照兴安盟绿化委员会的要求，全年将
完成造林106万亩。“这是兴安盟生
态建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体现
了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决心和信
心，我们将全力抓好春季造林绿化工
作，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

兴安盟：全民参与播种绿色希望

本报巴彦淖尔5月6日电 （记者
韩继旺）今年开春，杭锦后旗三道桥镇
和平村西甜瓜种植户吴喜茂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农资大礼包，包括8吨有机肥和3
卷国标地膜，这是旗里为鼓励绿色生产
而对种植大户给予的农资补贴。他高兴
地说：“没想到绿色耕种还能领到政策补
贴！我今年种了8亩西甜瓜、西红柿，政
府给补贴这么多农资，我要多用有机肥，
生产出优质绿色的瓜菜产品。”

2018年，巴彦淖尔市全面开展控
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

“四控”行动，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今
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巴彦淖尔市

财政安排奖励资金1亿元，7个旗县区
各自配套不少于1000万元，用于补贴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实施全区域、
全过程、全产业推进“四控五化”行动，
即控肥、控药、控水、控膜，精准“四控”
区域化、粪污及病死畜禽处理无害化和
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资源化、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化、品牌标准可追
溯全程化，全力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
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努力
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全市规划建设100个测土智能配肥
站，实现测土配方精准施肥。新增施农
家肥、新型肥料100万亩。通过有机替

代无机等措施，预计减少化肥用量7000
吨，化肥利用率提高2.6个百分点。

在控药减害方面，巴彦淖尔市借助
国家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成智
能化病虫情监测站6个；对全市17户限
用农药定点经营店全程可追溯管理，对
所有农药按“一瓶（袋）一码”进行全程
可追溯；培育扶持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
18家，建设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
示范基地，示范推广生物防治、生态防
治、生物农药等绿色生物防控技术。农
药利用率提高2个百分点。健全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规划建设6个旗
级仓储中心，58个镇级回收转运站，实

现农药包装废弃物全域全量回收，回收
率达90%以上。

在控水降耗方面，重点推广膜下滴
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190 万亩。建设
300个 150万亩高效节水示范区。在
控膜提效方面，强制性要求生产销售国
标地膜，推广国标地膜使用面积至少达
到450万亩，建设58个农用地膜回收
网点，当季回收率达 78%。逐步建成
社、村、镇、旗“四级”回收利用体系。

春耕时节，五原县丰裕办事处丰产
村大田内，不时有拖拉机来回作业，将
田间的废旧残膜耙拾成堆。村民樊存
有在大田周边转悠着捡拾废旧地膜，当

天他已往镇里的地膜储存兑换网点拉
运了50多公斤残膜，兑换了一卷10公
斤的新地膜。他说：“现在的政策好，回
收旧地膜还能兑换新地膜，自己受益
了，也减少了环境污染。”

据了解，五原县已建成13个镇级
废旧农膜回收网点，开展地膜捡拾、回
收、兑换一体化服务，引导村民利用空
闲时间捡拾废旧地膜到回收点兑换新
膜，配套出台了5公斤废旧农膜置换1
公斤新国标地膜政策，有效提高群众捡
拾和交售废旧地膜的积极性。

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巴彦淖尔市
积极推进秸秆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

基料化、工业原料化，秸秆综合利用率
年内将达到84%。粪污资源化利用方
面，在磴口、杭锦后旗整县推进示范点
的基础上，实施整市推进，承担国家和
自治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项目的4个旗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设施装备配套率分别达到 90%、
100%，非项目旗县分别达到 75%、
90%。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方面，逐步
升级改造68家定点屠宰企业无害化处
理设备。本着“谁处理，补给谁”的原
则，按照生猪每口80元、其他畜禽按羊
单位每头50元标准给予折算补贴，长
效推进无害化处理。

■新思路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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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重头戏

本报呼伦贝尔5月6日电 （记
者 李玉琢）呼伦贝尔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一湖两海”生态环境治理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绿色发
展信念，聚焦呼伦湖水量和水质两个
重点，持续推进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截至2018年底，呼伦湖实现
水量持续稳定增加和各项水质指标
明显改善，与2012年生态修复初期
检测值相比，呼伦湖水域面积扩大了
282.2平方公里，水位上升了2.72米，
水域面积达到2056.6平方公里。呼
伦湖湖水水质COD、总磷、总氮等多
项指标整体呈持续向好趋势，水质稳
步改善，大部分指标达到或接近V类

水体标准。
作为国家第一批主体功能区建

设试点示范地区，呼伦贝尔市的生态
建设始终备受关注。位于呼伦贝尔
草原腹地的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
五大湖呼伦湖，佑护着万千生灵的生
息繁衍，维系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生
态安全。

近年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呼伦
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体制建设等
一系列问题，呼伦贝尔市认真贯彻上
级领导的批示、指示精神，实施了水
资源调配、草原奖补、沙地治理、部分
休渔、生态移民等治理措施，打出了
一套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组合拳，让
昔日“大泽”呼伦湖迎来新生。

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指

出呼伦湖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呼伦贝尔市高度重视整改
工作，并作为全市“一号工程”全力推
进。全市上下提高思想认识，制定整
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
限。

呼伦贝尔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带队，对相关地区整改任务落实情
况进行专项督查，促进整改任务的落
实；相关市属部门派出主要领导带队
的督导组，就一期工程项目调整与实
施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市纪委监察委
成立专项调查组，对呼伦湖生态环境
治理中是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履
职不到位等情况开展调查了解。

呼伦贝尔市委托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公司开展了一期工程项目实施

情况与效果评估，根据目前生态环境
状况与综合治理开展情况，对《实施
方案》中的项目安排与治理目标进行
评估。

针对督察组指出的“小河口景区
整治不彻底”问题，呼伦贝尔市立行
立改，第一时间启动了小河口景区及
周边环境清理整治，拆除景区内 25
处经营设施，累计拆除面积11.2万平
方米。

针对去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问题，呼伦贝尔市集中对保护区内所
有旅游开发、采矿采石及其他违法行
为开展全面清理整顿，拆除保护区内
经营设施60处，防止人为活动对呼
伦湖水质的影响。

呼伦湖于 2013 年至 2018 年实

施了封湖休渔政策。休渔期间，严
格按照休渔限产方案控制捕捞量，
促进渔业资源与水生生态系统的
恢复。

呼伦贝尔市严厉查处破坏呼伦
湖生态环境行为。截至2018年底，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执法
局在呼伦湖清理地笼2200余个、大
小网箔260余架、挂网11万余米；办
理各类行政违法和涉嫌刑事案件99
起，罚款金额21.3万元，清理沿湖白
色垃圾、废旧网具200余吨。呼伦贝
尔市公安局呼伦湖公安分局仅2018
年就查处破坏生态安全行政案件
211起。据监测显示，呼伦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夏季留居鸟类达61种、
2.8万余只，较2013年增加了2.5倍。

综合治理让呼伦湖再现大泽丰采

■定格

■镜观

本报通辽5月6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
群）近日，通辽市视频信息共享平台上线，通过
通辽市应急指挥中心及部署在主城区的5个
网络分中心，实现主城区视频专网覆盖，并接
入公安、交通部门原有平台及民用20000路视
频资源，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避免单位重复
建设。

该平台运用标签智能化和大数据处理技
术，为海量数据存储和大规模处理提供技术支
撑，深度挖掘数据应用价值，实现毫秒级的査
询及应用，对政府、学校、商业核心区、机场、火
车站、客运站等重点场所全天候、全高清、全功
能、无死角视频监控。

基于图像识别、多监控点视频融合及二维
三维定位重建等技术，实现人脸检测识别、运
动跟踪、综合应用视频分析、全场景立体可视
化监控等功能。通过制高点监控等应用，可以
俯瞰通辽市主城区，抓拍存档、管理、统计通辽
市主要出入境卡口车辆，助力各职能部门联动
指挥调度。

据了解，目前通光取电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中，后续将为城管、交警、安监、环保和区县及
乡村等部门提供视频平台接入服务，最终实现
通辽市所有视频信息共享融合。

通辽市

视频信息共享平台上线
实现专网覆盖

本报乌海5月 6日电 （记者 郝飚）近
日，乌海市首家“异地孵化、乌海转化”中心项目
成功签约。签约仪式上，内蒙古金科发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与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
点实验室就东华——东源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
联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

据介绍，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依
托东华大学于1992年立项建设，是纤维领域
和高分子材料领域的重要国家级科研基地。
该项目将充分利用东华大学在高性能纤维复
合材料制备方面的技术优势，结合内蒙古金科
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源与生产优势，在
产品稳定性、研发与中试过程的重复性和研发
效率等诸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可有效提高我
国芳纶1414高性能纤维的科技水平。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发展能
力，搭建科技创新研究平台和科学技术转化平
台，乌海市积极践行“异地孵化、乌海转化”的
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校企产学研合作，不断促
进科技成果在该市转化落地。

乌海市

首家“异地孵化、乌海转化”
中心项目签约

本报呼和浩特5月6日讯 （记者 刘洋）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的星创天地建设工作注重
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发挥资源优势，成为乡村
振兴又一个有力支点。目前，该市已拥有自治
区级星创天地38家，占全区总数的23.2%，居
全区之首。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目前有11家星创天地
通过科技部备案，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其中，蒙清创优乡村创客
中心和清水河县绿博电商孵化基地，通过开展
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产品电商服务，实现
了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实体销售线上线下
有机结合，打开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在自治区级星创天地中，位于和林格尔县
的蒙树智慧林业星创天地主要面向农林创业
主体，集中打造融合科技示范、技术集成、成果
转化、创新创业服务为一体的农村科技创业新
平台。目前，已入驻创客创新企业12家。

此外，位于回民区的谦和果园创客空间，
立足于乌素图周边旅游和林果业发展实际，围
绕“杏果产业+乡村文化产业+餐饮住宿旅游”
3大主题，按照“一品多带点”的产业布局，形
成具有谦和果园创客空间（孵化器）、乌素图林
果蔬菜专业合作社、谦和果园农家乐、谦和文
化院，组成“1+3”组团式星创天地格局。

呼和浩特市

拥有自治区级星创天地38家
居全区之首

□文/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2016年
4月开工建设。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由5条线路组成，1、2号线是骨干线，3、4、5号线为辅助
线。轨道交通线网总规模154.9公里。

1号线一期工程线路东起坝堰村站，西至西二环路站，沿
新华大街东西向布置，全线长约21.7公里，共设车站19座；2号
线一期工程线路北起塔利东路站，南至阿尔山路站，沿成吉思
汗大街、锡林郭勒路北南向呈L型布设，与1号线在新华广场站
十字换乘，线路全长27.3公里，共设车站24座。1号线计划今
年年底开通试运营，2号线预计明年6月底开通试运营。

近日，呼和浩特地铁1号线首条列车已开进站。该列车共
四动两拖6辆编组，最大载客量为2062人。车体采用更轻便
的铝合金，大大降低了列车的运行能耗，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0
公里；车外部采用金属漆涂装，更主要有大数据支撑，使得列车
不但环保节能、轻便快捷，而且保证车辆运行智能安全。

即将开启的即将开启的““地铁时代地铁时代””

5 月 5 日，通辽市民在观展。通辽市女
子书法家协会日前成立，66 位女子书法家
和书法爱好者的作品在科尔沁博物馆展
出，吸引众多市民观展。近年来，通辽市高
度重视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涌现出一批
女性书法家，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有品
位、上档次的书法研习活动，引领女性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了“书香通辽”的
建设。

本报见习记者 薛一群 摄

书香通辽

轨道铺设一丝不苟轨道铺设一丝不苟。。

铺 设 轨
道见成效。

首台进站待发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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