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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重头戏

■镜观

本 报 阿 拉 善 10 月 7 日 电 （记
者 刘宏章）一幢幢美观大方的青砖
瓦房错落有序地掩映在茂密的胡杨林
中，墙面和大门绘有独具民族特色的
图案，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夺目⋯⋯
仲秋时节，记者走进额济纳旗巴彦陶
来苏木昂格茨音陶来嘎查，只见一幅
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画卷在眼前铺
开，令人赏心悦目。“我们这里民俗建
筑和胡杨林恰到好处的融合，不仅体
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出门就能
看到原生态胡杨林，很受游客欢迎，如
今 家 家 户 户 捧 上 了 旅 游 业 的‘ 金 饭
碗’。”该嘎查党支部书记、七心齐意旅
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云坤介绍道。

据了解，七心齐意旅游专业合作

社由嘎查党支部带动成立，依托昂格茨
音陶来嘎查周边的胡杨林景区资源，大
胆尝试经营特色民宿，带领嘎查村民一
起走上了乡村旅游的致富路。2018
年，嘎查 80户村民加入乡村旅游经营，
其中贫困户 10 户。当年胡杨节期间，
共接待游客 5000 多人次，旅游总收入
60多万元，平均每户增收7500元。

阿拉善盟有富集的旅游资源，还
有着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近年来，
为了让富集的文旅资源成为阿拉善富
民强盟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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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产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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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苍天
般的阿拉善”全域文化旅游呈现蓬勃
发展势头。特别是近几年来，该盟持
续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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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阿拉善文化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进一步释放文化旅游
业的巨大活力，让一大批农牧民依托
旅游业走上了致富路。

从打造全域旅游品牌景区和特色
精品线路入手，该盟按照国家 5A 级景

区标准，投巨资重点实施了胡杨林、巴
丹吉林、越野 e族梦想沙漠汽车文化主
题乐园国家 5A 级景区等景区的建设。
仅2018年全盟就实施千万元以上23个
旅游重点项目，2019年又重点实施计划
总投资 12.8 亿元文化旅游项目 18 个；
并从打造和创建新的旅游线路，突出阿
拉善的文化特色、自然风光、民俗文化
和宗教特色，新推出丝绸之路居延古
道、驼商古道等特色精品旅游线路，同
时筹划了中俄蒙跨境旅游线路、自驾游
线路和沙漠景观走廊建设。这些旅游
重点项目的实施，为该盟打造全域旅游
提档升级奠定了长远发展基础，形成了

“开发一批项目，带动一批产业，辐射一
片区域，搞活一方经济”的发展格局。

该盟还从加大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力度为落脚点，先后实施了定远营古
城保护与开发、大漠奇石文化产业园、
居延文化城、阿旺丹德尔纪念馆等重
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同时，结合自身
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特点，完善文化旅
游服务设施，实施了旅游服务基地、旅
游驿站、全盟自驾车和房车营地等规
划建设，为旅游业发展增添了文化内
涵；并从提升城镇和乡村牧家游旅游
文化档次为出发点，重点实施了巴彦
浩特镇、巴丹吉林镇、达来库布镇等特
色小镇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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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个个特色小镇和旅游文化

型村庄已成为民族特色鲜明、人文气息
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功能叠加融合、
产业发展鲜明的旅游胜地，为阿拉善文
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通过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阿拉
善盟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对外开放、吸
纳游客的金字招牌和“绿色”富民产
业。如今，阿拉善盟形成农牧区旅游
接待户 245 家，旅游专业村和旅游示
范点 12 个；全盟参与旅游及相关行业
就业的农牧民达到 1.7 万人，占农牧区
总人数的 30%；2018 年该盟农牧区旅
游接待游客 220 万人次，旅游收入 2.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7.5%和 40%，农
牧民来源于旅游业的收入占农牧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1%。

大沙漠 大胡杨 大航天 大居延 大民俗

阿拉善盟擦亮文旅融合发展五大金字招牌阿拉善盟擦亮文旅融合发展五大金字招牌

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7 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为进一步落实京蒙帮扶工作，推动
当地特色产业经济，带动农牧民致富，在“互联
网+”背景下实现锡林郭勒盟产供销配一体
化，近日，京东物流联合锡林郭勒盟 70 家牛羊
肉加工企业和物流公司，举办了 2019 京东物
流牛羊肉产地项目推介会。

“互联网+”时代，电商与物流是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变、促进
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牛羊肉作为锡

林郭勒地区特色产品，其肉质鲜美、营养富集，
为消费者所普遍称颂。然而长期以来，受制于
传统的销售渠道、冷链运输成本高、中间环节多
等问题的掣肘，不少优质牛羊肉面临走不出去、
卖不上价的困境，其品牌影响力也局限于内蒙
古当地及周边地区，难以走得更远。

京东物流作为无界物流的引领者和实践
者，通过基于短链供应，打造高效、精准、敏捷的
物流服务，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全面智能化的物
流体系，与合作伙伴、行业、社会协同发展，构建

共生物流生态，在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服务
生产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8 年锡林郭勒盟联合京东物流召开了
“羊帆起航、京挑锡选”的活动，通过京东物流在
供应链一体化管理优势，以及充分利用物联网、
区块链等技术优势，实现产地直发、科技护航，推
进京蒙扶贫协作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今年京东
物流和锡林郭勒盟再次“羊”帆起航，在助力消费
扶贫的同时，还将通过强大的商流优势帮助锡盟
当地商家打通线上销路，打造地方特色农产品品

牌，提升品牌“溢价”能力，助力农牧民增收。
京东物流华北区域分公司冷链业务总经

理暴景华说：“目前，我们在全国有 18 栋大型
冷库，能够覆盖 300 多个城市。今后我们要让
全国这 300 多个城市的消费者都能吃上来自
锡林郭勒草原的优质牛羊肉。”

与此同时，根据牛羊肉不同流向和配送需
求，京东以呼和浩特和锡林浩特市两大航空枢
纽，新增几十条航空线路，实现全国顾客 24 小
时收货。

锡林郭勒盟与京东强强联合“羊”帆起航

本报乌海 10 月 7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近日，乌海市网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

“第一届联合梦想论坛暨新四板与合伙人路演
大会”。企业股东、外埠城市合伙人、部分乌海
当地中小企业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嘉宾出席
会议。

会上大家畅谈网讯公司借助资本市场成
长，以及当前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发展融资创
造的便利条件。

乌海市网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内蒙古自治区双创示范基
地，企业主攻智慧城市，核心产品是推送宝平
台。成立 10 年来，企业向全国输送项目建设

方案 500 多个，建成智慧小区 2900 多个，分布
于内蒙古乌海市、包头市，山东济宁，江苏吴江
太湖新城及北京等 21 个城市。公司十分重视
技术创新，不仅加强自身研发，还成立了国内
第二家智慧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引进 4 位院
士专家。

虽然地处西北小城，但网讯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积极利用资本
市场发展壮大自己。2017 年在内蒙古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此后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与
会嘉宾中联时代资本董事长董义文说，之所以
看好网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因为企
业团队踏实进取，更因为企业站在了人工智能

和智慧城市的时代风口上。
据了解，近年来，像网讯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这样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企
业还有很多。据统计，目前，乌海市在境内主
板上市公司有 2 家，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企业
有 1 家，在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有
37 家。

为扶持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乌海市专门出台了《乌海市加快金融业发展的
奖励办法》，细化了企业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项目筛选培育机制、政策引导机制和工作协同
机制，对企业首发、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新三板
挂牌、中小企业债券融资、金融租赁、财务公司

等都进行费用补贴。对企业通过 IPO 上市和
新三板挂牌分别给予最高 600 万元和 150 万
元的补贴。对于在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展示
板、融资板挂牌的企业，由市财政给予内蒙古
股权交易中心相应补助。

乌海市金融办资本市场科负责人郭文晶
说，除了以上措施，乌海市还从资产评估增值
补缴税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配套支持，引导企业
建立标准化的财务会计制度，协助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并且通过加大培训力度，调动企
业上市（挂牌）积极性主动性，还通过引进证券
经营机构，培育上市主体，并做好上市（挂牌）
后备企业库建设。

乌海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新思路新动能

本报呼和浩特 10 月 7 日讯 （记者 郑学良
李永桃）近日，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副局长、蒙古族学
校负责人苏亚拉从中建三局西北公司第三经理部
党委书记、总经理杨利明手中接过“金钥匙”，标志
着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蒙古族学校幼儿园、小学区
域顺利竣工，确保了蒙古族学校如期开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蒙古族学校是呼和浩特
市重点打造的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
十五年一贯制蒙古族学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该学校初中、高中区域预计今年 10 月底完工。

学校占地面积约312亩，建筑面积13.38万平方
米。学校完全建成后将有教学班 123 个，学位 4950
个，其中幼儿园15个班，小学、初中、高中各36个班。
学校单体建筑12栋，包含综合楼、幼儿园、教学楼、宿
舍楼、食堂、多功能会议厅等，设有民族特色书法、民
乐活动室和现代化的实验室、计算机房、图书馆。

呼和浩特市

十五年一贯制蒙古族学校开学了

本报通辽 10 月 7 日电 （见习记者 薛一群）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
院、通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胡仁乌力格尔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通辽市召开。

当天，来自国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传承人围
绕胡尔奇及其流派风格、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胡仁乌力
格尔艺术、蒙汉文学关系等内容开展研究和讨论，为胡
仁乌力格尔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今后
胡仁乌力格尔保护传承注入新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以
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推动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的传承发
展，进一步增强胡仁乌力格尔的国际影响力。

乌力格尔是蒙古族人民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
创造的具有浓郁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优秀曲艺形
式，被誉为研究蒙古史诗的“活化石”。2006 年，乌
力格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
录。目前，通辽市有市级以上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
人 15 人，其中国家级 2 人、区级 7 人，全市乌力格尔
艺人 200多人，建成全国首家乌力格尔博物馆，收集
整理实物、文本、图片、手记、声像等资料 150 余件，
录制了 500 多个小时的乌力格尔、好来宝说唱艺术
资料，填补了乌力格尔曲艺艺术的空白。

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通辽召开

本报乌海 10 月 7 日电 （记者 于海东）近
日，乌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启动。

据了解，目前，乌海市日产生活垃圾 800 余吨，
餐厨垃圾 40 余吨，均已实现无害化处置。在投放
端，全市城区主次干道设置分类垃圾桶 3000 余个，
粘贴分类标识，方便居民分类投放；选取试点小区
摆放“好嘞亭”50 座，以奖励积分兑换礼物的方式，
鼓励市民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在运输端，购
买运输车 180 余辆，实现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医疗
垃圾分类运输，保证车走地净、密闭清。在处置端，
3 区生活垃圾处理厂运转正常，海勃湾区实现前期
分拣分选，有效促进资源回收再利用；建成餐厨垃
圾处置项目，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独立处置；加
快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进度，保证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分选暂存企业良好运转。

乌海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

本报鄂尔多斯 10 月 7 日电 （记者 王玉琢）
记者从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的《鄂尔多斯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鄂尔多斯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五章六十二条，条例的制定过程坚持了鄂
尔多斯市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负责、各方参与的立
法工作机制，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精
神，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征集到 285条意见和
建议。条例对责任主体及部门职责，考核评价和监督
管理，防治措施，法律责任等作了详细的说明。

《鄂尔多斯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施行将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鄂尔多斯市大气环境治理成果，强
化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管执法，推动形成大气污染
防治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提供了法治保障，
是鄂尔多斯市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鄂尔多斯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将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报记者 刘向平 摄影报道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网红项
目，虽然心惊胆战，但还是带着老婆孩子去
尝试了一下，非常刺激！”近日，包头市民刘小
勇全家人来到石拐区花舞人间景区，有惊无
险地体验了一把行走玻璃吊桥的感觉。

据悉，总投资 2000 多万元的玻璃吊
桥全长 229 米、落差 88 米，采用声、光、魔
电一体化营造出全新体验效果，是内蒙古
西部地区唯一一座玻璃吊桥。配合玻璃吊
桥建设的还有七彩云梯和百米玻璃滑道，
其中，七彩云梯是配合玻璃吊桥建设的项
目，游客可通过云梯直达玻璃吊桥入口。

包头花舞人间景区总经理张浩介绍
说：“仅玻璃吊桥一个项目，开门迎客一个
月时间，日均接待游客就达到 1000 人。”

据了解，花舞人间景区占地 3800 亩，
项目按 5A 级旅游景区规划建设。下一
步，将重点建设占地 50 亩、面积 2 万平方
米的四季花谷，主要用于花卉观光、交易
和配套的休闲商业业态。

去玻璃吊桥玩去玻璃吊桥玩““心跳心跳””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近日，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前窑子水库现身野生大鲵
（俗称娃娃鱼），当天被水库工作人员打捞到，经专业人员鉴
定是娃娃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世界珍稀野生动物。目
前，这条娃娃鱼已被托克托县天外景丰海洋世界托管。

水库工作人员说，当日，他们正在打捞水库里的鱼、蟹，
刚一起网，突然发现上来一个黑乎乎的“大块头”。一开始还
以为是条大鲶鱼，但仔细一看，这家伙没有鱼鳍还长着爪子，
在水库打了 20 多年鱼，这样的四脚怪鱼还是头一次见。

呼和浩特市水产管理站接到情况报告后赶赴现场鉴定，
确认这条四脚怪鱼就是大鲵，别名娃娃鱼，并测定娃娃鱼体
重 3.6 斤，体长 66 厘米，皮肤光滑，头部钝圆扁平，四肢短小，
抱起来不停地扭动，放在地上四肢有力地爬行着。大鲵是世
界上现存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它的叫声很像幼
儿哭声，因此人们又叫它“娃娃鱼”。根据野生动物收容救助
的相关条例，水产部门联系了具备救助条件的寄养场所。9
月 8 日晚，将该娃娃鱼紧急送往托克托县海洋馆暂时寄养，
并安排有 20 多年鱼类饲养经验的工作人员看管饲养。待下
一步寻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将其放归。

据有关专家介绍，中国大鲵主要产于长江、黄河及珠江
中上游，主要以水生昆虫、鱼虾为食，它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
高，此次在水库中发现罕见的巨型野生娃娃鱼，意味着该水
库水质稳定达标，生态环境还不错。

野生娃娃鱼
惊现前窑子水库

■定格

水库工作人员展示娃娃鱼水库工作人员展示娃娃鱼。。

游客在七彩云梯游客在七彩云梯

。。

玻璃吊桥远景。

游客在百米双滑道滑行

。

游客行走在玻璃吊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