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呼伦贝尔 6 月 17 日 电
（记者 李玉琢）扎兰屯市新城集中
供热有限公司是2011年建成的供热
企业。2017年，国家实行新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高标准的环保红线
让新城供热公司走上了绿色发展之
路。

为了减少排放，改善大气环境，
新城供热公司投入2857万元对锅炉
烟气环保改造，采取一炉一塔方案分
机组对烟气脱硫，经过一年多的改造
和试运行，今年4月18号，最后一个
加药系统正式改造完成。改造后，烟
气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3
项指标低于国家最新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270吨、氮氧化物1122吨。

新城供热公司副总经理吕玉博
说，二氧化硫跟氮氧化物进入大气之
后容易形成酸雨现象。酸雨污染大
气，危害农作物，对人的健康也会造

成不利影响。这几个指标下降后，空
气质量能够得到明显改善。

呼伦贝尔市把“绿色”作为发展
的底色，严格履行生态环保政治责
任，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发展。通过建
立大气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围绕压减
产能、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强化“散
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深化工业污染
治理，呼伦贝尔市给大气减负，着力
改善人居环境。呼伦贝尔确立的目
标是，到2020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保持在90%以上，用好天气倒逼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呼伦贝尔市拥有我国规模最大、
最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其生态环境质
量，直接关系到中国北方生态屏障的
安全与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呼
伦贝尔已成为企业发展的自觉行动。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生产苏氨酸的生物发
酵企业。苏氨酸生产的烟雾治理是

世界性难题。
这些天，东北阜丰公司投资5亿

元的烟气治理环保工程正在紧张施
工中。这个项目是在原有已经达标
排放的基础上，依托自建的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和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从生产前端、过程到末端对喷浆造粒
产生的烟气，经喷淋降温、生物吸附、
电子除雾等6道工序进行全程收集
治理，把剩余轻微气味根本去除。

东北阜丰公司2010年落户呼伦
贝尔，这家企业通过科技引领走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目前，企业
在环保方面投入已超过10亿元，占
企业总投资的10%。烟气治理项目
按照国际领先的标准完成改造后，将
解决长期困扰世界发酵企业尾气处
理的一大难题。

东北阜丰公司环保肥料厂厂长
张传松表示，企业提高环保水平是为
了天更蓝、水更绿，是为了保护环境

担起应负的责任。目前阜丰公司的
异味处理技术，在国际上都是最先进
的技术。

在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中，呼伦贝尔市将
生态环境视为最大的比较优势，坚持
算大账，算长远账，倾力守护碧水蓝
天。呼伦贝尔市把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环境容量作为产业环境准入的必
要条件，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
一时的经济增长。

2018年，呼伦贝尔全市能源消
耗总量 1262.87 万吨标准煤，万元
GDP 能源消耗 1.0224 吨标准煤/万
元，同比下降2.52%。全年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2%，同比提
高了0.8个百分点。

为了更好地将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今年呼伦贝
尔市出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全市严控“两高”

行业产能，严格控制过剩行业新增产
能，新、改、扩建项目实行产能等量或
减量置换。2019年，呼伦贝尔市将
完成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和
旗市区政府所在地建成区10蒸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年度拆改任务。对“散
乱污”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到2020年
底基本完成“散乱污”企业综合整
治。全面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
排放，将烟气在线监测数据作为执法
依据，加大超标处罚和联合惩戒力
度；对火电及化工等重点行业及燃煤
锅炉、窑炉等设施实施提标改造。

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治理工程，
力争到2020年，呼伦贝尔市细颗粒
物（PM2.5）年均浓度保持在35微克/
立方米以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较2015年分别减少11.17%、
7.04%，优良天数走在全国前列，大
气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人民的幸福感
进一步增强。

呼伦贝尔市：给大气减负倒逼高质量发展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17 日 讯
（记者 刘洋）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盛泰雅园小区，每天一早居民出门时
就会拿着分好类的垃圾投入小区内
不同的垃圾桶。“我们小区是回民区
首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垃圾分类早
已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了。”

呼和浩特市是自治区唯一入选

的全国首批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的46个重点城市之一。根据要求，
2019年底全市公共机构和中小学幼
儿园全部推行垃圾分类，到2020年
底，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达到 35%以
上。

自2017年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
来，呼和浩特市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截至目
前，全市已累计有58所幼小中学校、
98个小区和398家公共机构开展了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覆盖人数近40
万人。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问卷调查5000余份，开展多形式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500余次。

此外，呼和浩特市大力开展垃圾

分类进社区、进校园宣传互动活动。
通过工作人员讲解分类投放垃圾的
方法并发放学习手册，全面推广实施
垃圾分类工作，并针对公共机构出台
垃圾分类绩效考核标准，垃圾分类处
理不力将被问责。在创新宣传载体、
方式上，结合基础设施改造，设置宣
传墙画、宣传牌，借助学校、志愿者等

力量，开展垃圾分类“小手牵大手”
“志愿者在行动”等活动，营造垃圾分
类人人参与的氛围。

目前，呼和浩特市已在 92个小
区试点投放了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其
中，新城区丽苑小区、回民区水岸小
区等 18 个小区实现垃圾分类智能
化。

呼和浩特市92个小区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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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潜力树品牌形象 全域旅游变富民产业

阿拉善阿拉善““五大游五大游””越来越红火越来越红火
本报阿拉善 6 月 17 日电 （记

者 刘宏章）清晨的太阳刚刚升起，家
住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腾格里额里
斯镇乌兰哈达嘎查牧民牛红春就来到
通湖旅游景区冲浪车项目体验区忙开
了。“从5月份开始，景区进入旅游旺
季，迎来全国各地游客，游客最爱在沙
漠中体验骑行、冲浪车等旅游项目，领
略草原美丽景色和大漠壮美景观。”牛
红春一边叮嘱车上的乘客系好安全
带，一边介绍说。

牛红春过去是乌兰哈达嘎查的牧
户，退牧还草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全
家依靠每人每年6000元的草补费生
活。2012年开始，在嘎查党支部引领

下，牛红春入股景区并参与旅游服务，
当年分红加上在景区的劳务费，收入达
到2万多元，尝到了入股合作发展旅游
业的甜头。这几年牛红春先后购买了
越野车、卡丁车等投入旅游服务，经济
收入逐年上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段时间，每天进入景区的游客
达上万人，沙漠冲浪车项目最忙的时
候，一天能跑几十趟。去年旅游收入
20余万元，这是我过去放牧时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牛红春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2012年底，借助通湖草
原旅游区的快速发展，乌兰哈达嘎查
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旅游农民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本着农牧民自愿原则，以

土地、资金和骆驼、马匹、车辆等入股
分红的形式，鼓励农牧民通过在景区
经营沙漠冲浪车、骑马等项目获益。
如今该嘎查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公
司”的旅游发展模式，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嘎查以入股方式参与通湖
景区开发，目前全嘎查210户农牧民全
部参股，2018年分红收入达到330余
万元，在各景区参与和从事旅游经营项
目的牧户收入达到1151万元。”乌兰哈
达嘎查党支部书记李雄鹰介绍道。

近几年来，阿拉善盟以打造国际
旅游目的地为目标，以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统领，以建设国家生态
旅游度假区、国家自驾游基地、国家旅

游城市、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主要内
容，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不断发展
壮大旅游产业体系，加大国家A级旅
游景区创建力度，着力打造精品品牌
旅游景区，加快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
深度融合，旅游业已成为全盟国民经
济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仅2018
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928.1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174.2亿元。

从打造全域旅游品牌景区入手，
该盟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准，重点实
施了胡杨林、巴丹吉林、越野e族梦想
沙漠汽车文化主题乐园等国家5A级
景区建设，着力构建“大沙漠”“大胡杨”

“大航天”“大居延”“大民俗”五大国际

旅游目的地，这些旅游重点项目的实
施，为打造全域旅游提档升级奠定了长
远发展基础。并以提升牧家游旅游文
化档次，集中打造“阿拉善人家”“大漠
人家”“胡杨人家”“大漠小镇”“黄河渔
村”等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文化型村
庄。目前，全盟已开发旅游景区（点）
40多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28家（其
中国家4A级13家）；形成农牧区特色
村6个、大漠旅游驿站39个，农牧家游
接待点210多家，全盟参与旅游及相关
行业就业的农牧民达1.7万人。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阿盟还从加大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为落脚点，围绕“苍天般阿拉善”旅

游品牌，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和文化内
涵，成功打造了“中国·阿拉善文化旅游
节”“ 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阿拉善
奇石节”“巴丹吉林沙漠国际文化旅游
节”“中国·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旅游
节”“阿拉善丁香旅游节”、骆驼那达慕
等一系列旅游文化节庆活动。如今，这
些旅游文化节已成为“苍天般阿拉善”
对外开放、吸纳游客的金字招牌。

据了解，通过近年来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阿拉善盟旅游业已成为“绿
色”富民产业。目前，该盟有5.43万人
借生机勃勃的文化旅游业从事餐饮
业、民族服饰、旅游旅店、奇石和民族
首饰等三产致富。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王琳琳 摄影报道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水稻种植区里，处处是农民插秧的繁忙景象。
从春季育苗开始，扎兰屯市委派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并利用

12396星火科技、科普中国等软件，通过网络与农业专家直接对话，随时
解决疑难杂症，科学种植水稻，提高水稻品质。同时鼓励稻农参加农业保
险，增加抗病、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扎兰屯种植水稻5万余亩，平均亩产
700公斤左右，由于地源优势无污染，销路顺畅，基本都被提前订购，收益
好于大田作物。”扎兰屯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徐凯介绍说。

据悉，2019年，阿荣旗种植水稻12.6万亩，95%以上为绿色水稻。近
几年，阿荣旗生产的“阿伦新米”“笑顺稻”“口粮田”3个系列产品已获国家
QS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认证，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注册“绿色”食
品标识使用权，被呼伦贝尔市评为特色旅游产品。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地
区水稻已完成插秧工作，农户正加紧进行秧苗人工补缺。

农民稻田补秧忙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近日开展首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书
画作品展活动。活动紧扣“廉政”主题，把中华传统绘画、书法、剪纸
等艺术与廉政文化相结合，让参与者在受艺术熏陶的同时感悟廉政
文化，净化心灵。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剪纸艺术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等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相
关部门负责人和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全体师生参加活动。活动面向
全院师生征集廉政书法、绘画、微视频等 450 余件，展出作品 135
件。图为参观人员现场创作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

廉政文化走进大学校园

本报通辽6月17日电 （见习记者 薛
一群）近年来，通辽市通过实施“水质提升工
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系列改造工程”“供水
水源地远程监控工程”“深层净化处理工程”

“智能化管理工程”“106项水质检测实验室建
设”等工程，从水源地到水龙头各个环节全程
进行升级改造，供水环境、供水能力、供水水质
和供水安全保障有了质的飞跃和发展。

据了解，为满足市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用水
需求，今年重点推进实施了通辽市通新净水厂
（改）扩建工程和水源地置换工程，新增供水能
力2.5万吨。建设一条新老城区供水互联互通
管线，实现新老城区供水管网互联互通、相互
补给。新建消防栓和水鹤114处，进一步完善
通辽市主城区消防设施和消防水鹤建设。在
主城区改造161个老旧小区的供水管线，改造
二次供水设施73处，就近整合234个小区供
水管网和新建52处二次供水设施，实现城区
二次供水全覆盖。

为适应当前智慧化、数字化发展形势，推
出卡表自助缴费和机械表扫码支付方式，在主
城区和新城区物业、超市、药店、门卫等地点安
装水费终端机，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就近交费，
实现了缴费形式多样化。

通辽市
实现水费缴费形式多样化

本报乌海6月17日电 （记者 郝飚）近
日，乌海市在乌海湖畔举行了2019年乌海市
黄河段增殖放流活动，此次活动共投放鲢鱼、
鳙鱼、草鱼等鱼种总计163万尾。此举旨在唤
醒民众保护乌海湖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意识。

在增殖放流活动现场，由乌海市各界干部
群众组成的志愿者纷纷用桶将一尾尾河鱼通
过放流滑道投放进乌海湖中，一时间，鱼儿入
水，欢腾跳跃。

据了解，每年5月至7月是黄河水生生物
资源的繁殖季节，也是养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
的黄金时期，乌海市在每年5月1号至7月31
号对黄河乌海段 105 公里水面进行全面禁
渔。同时从2007年开始，该市每年都会在黄
河乌海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12年间，乌海市
已累计投放各类鱼种1057万尾。增殖放流活
动结束后，乌海市渔政管理部门还将进一步规
范黄河乌海段的捕捞秩序，继续加大渔政巡查
和执法力度，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增殖放流达
到预期效果。

乌海市
12年间增殖放流各类鱼种
1057万尾

本报包头6月17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近日，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在
深圳召开，包头市被国家生态环境部列为全国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全国共有11个城
市入选，包头市是自治区唯一入选城市。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
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也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2019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4月29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11个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据悉，今年包头市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全力推动总投资19.1亿元的35项土壤、固废
及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包括明拓炉渣综合利用
等固废处置项目22个，九原区、昆区砂坑治理
项目2个，包钢危废暂存库改造等危废辐射贮
存项目5个，土右旗大青山煤田矿区生态治理
等生态修复项目 6个。为全力推进“无废城
市”试点工作，包头市将组建成立专门领导机
构，建立固废治理长效机制，调动全市力量共
同建设，加快制定出台固废利用标准、技术规
范、资金投入等支持性政策，推动建立多元化
固废产业市场，发挥科技引领和支撑作用，大
幅提升全市固废资源循环综合利用水平，努力
破解固废围城的困境。

包头市
入选全国“无废城市”试点

为了抢抓农时，农民中午
在田间吃饭。

扎兰屯市蘑菇气
镇苇莲河村农民正在
插秧补秧。

■重头戏

■
镜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