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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 10 月 9 日电 （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李宝乐）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依
托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和上海交
通大学包头材料研究院两大新型科研院所
的科技资源优势，探索建立院企双向对接、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人 才 跟 踪 服 务 三 项 工 作 机
制，积极为科研院所、非公企业搭建沟通合
作的桥梁，有效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
题，为非公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

今年，稀土高新区稀宝博为、东宝生物等
40 多家企业赴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上海交
大机械与动力学院等院所进行调研对接，中科
院金属所、上海交大计算机学院等 8 个院所的

20 多名专家教授，来稀土高新区的金山磁材
等 80 多家企业进行技术对接 20 多次。

“企业院校行”“院校企业行”成为稀土高
新区解决相企业技术需求的实招，易胜云公司
就是成功一例。

近几年，易胜云与中科院电工所、中科院
宁波稀土磁性功能材料实验室开展产学研合
作，成功研制出一款稀土永磁磁化器产品。该
产品将高强度、高矫顽力的稀土永磁材料采用
独特的矩阵式磁核组合排列，在不改变水原有
化学成分的条件下，使水中矿物质的物理结构
发生变化，从而起到阻垢、除垢、杀菌、灭藻的
作用，可完全替代传统的离子交换水处理器，
极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和维护成本。通过院企

双向对接机制，还帮助企业解决了稀土永磁电
机仿真设计系统等 10 多项技术难题。

在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世界首条年
产 10 吨的稀土硫化物规模化、连续化隧道窑
生产示范线，完成了稀土硫化物着色剂由实验
室向产业化的中试生产，标志着我国在稀土高
附加值下游应用领域实现了又一次原创性突
破。

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介绍，稀土硫化物着
色剂因其着色性能优异、符合世界环保标准、
应用领域广泛，市场需求量达百亿元。随后，
研发中心以 2000 万元与中科世纪签订技术转
让合同，创造了包头市技术转移转化金额最高
纪录。这是稀土高新区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的生动范例。
此外，院企联合技术攻关和共建创新平

台，大大推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两大院
所与企业近年开展技术联合攻关 16 项。其
中，上海交大团队与中天宏远合作开展稀土氧
化物涂层中试及产业化项目，产品已广泛应用
于航空发动机和地面燃气轮机，申请和授权发
明专利近 20 项。通过共建创新平台，中科院
相关院所与金蒙汇磁、长安永磁等企业联合建
设了永磁材料表面防护、稀土永磁电机等 5 个
研发中心，全面提升了稀土材料产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支撑服务能力。

没有优秀人才的集聚，就没有非公企业快
速发展。稀土高新区实施“1+1”人才培养计

划，中科院根据企业技术创新发展需求，选 1
名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帮助企业培养 1 名技
术创新负责人，根据企业创新负责人在生产实
践中发现的技术难点，寻求中科院相关专家和
团队的技术支持，开展为期 3 年的联合攻关，
促成企业青年技术人员与中科院专家的深度
合作，共同解决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和新产品研
发问题，提高企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帮助
非公企业提升发展内生动力。 到目前，“1+
1”计划已累计结对培养人才 21 人，有效解决
企业技术问题 10 多项。

随着政院企之间的合作日益深化，稀土高
新区非公企业市场话语权和整体竞争力得到
显著提升。

包头稀土高新区：提升非公企业话语权和竞争力

■风信子

■信息吧

■亮点

□本报记者 徐峰

“红庆河镇每年植树 10 万株以上，实施水
地种草、荒山治理 5 万多亩，植被覆盖率达
95%。”红庆河镇林工站站长、80 后的宝音图
如是说。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是一
个没有工矿企业的绿色农牧业大镇。近年
来，依托绿色家底，红庆河镇大力发展乡村振
兴产业，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

红庆河镇的巨大变化，当地群众有切身
感受。宝林村的王彩琴因病致贫，2018 开始
帮扶，当年就脱贫了。王彩琴对记者说：“做
了几次手术后，病情好转了、稳定了，收入也
增加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年轻有为的
杨书记、史镇长、杨主席。”

王彩琴口中的杨书记是指红庆河镇党委
书记杨树伟。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的他与镇长史利军、镇人大主席杨军都是 80
后，被人们喻为“80 后镇党委”。

“80 后镇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擘画美丽
红庆河，实施文化惠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返乡兴业、产业富民、农牧民素质提升等乡村
振兴五大工程。其中，返乡兴业工程引进项
目 75 个、资金 2879 万元，形成绿色发展格局。

2018 年，红庆河镇农畜产品产量效益双
双实现“六连增”，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近 5%，红庆河镇被评为鄂尔多斯市级文明
镇，纳林希里村被评为自治区级文明村。

美丽红庆河，美在有一群拳拳初心的 80
后、90 后。

进入哈达图淖尔村村口，远远就听见装
载机、重型卡车的轰鸣声。正在红庆河地产
食品加工园施工现场的 80 后村支部书记呼丽
对记者说：“作为鄂尔多斯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的领头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
怠 。 我 们 村 大 白 菜 种 植 300 亩 ，生 猪 养 殖

5000 头，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
哈达图淖尔村就像一个经济开发区，呈

现出一派火热建设的景象：人畜分离的养猪
场、酸菜加工厂、有机肥料厂等，这些项目大
多在年内完成。

巴音布拉格村是一群年轻人在“主政”。党
支部书记杨超君、第一书记崔智文都是80后，驻
村干部史娜、何丽都是90后。他们创办的芨芨
草扫帚加工厂、新风尚宴会厅、林下养鸡、劳务公
司、肉鸽基地等，让村集体经济家底愈加厚实。

先行一步回到农村的史娜，爱吃柿子炒
鸡蛋这道菜，“恋爱的味道”打动了城里的爱
人马永飞，这位 1992 年出生的小伙子就“飞”
到史娜身边，“飞”出一个肉鸽养殖基地。原
来，马永飞养过鸽子，村委会决定创办肉鸽养
殖基地时，马永飞发挥自己的强项，把肉鸽基
地办成了村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马永飞说：“肉鸽养殖基地去年 7 月投入
运营，现有种鸽 6000 多对，幼鸽 5000 多只，观

赏鸽500多只，鸽子和鸽子蛋市场销售可观。”
这群年轻人还用鸽子羽毛手工制作羽毛

饰品，在鄂尔多斯文创会上大出风头。为助
推红庆河镇打造“康巴什一小时商圈”（阿腾
席勒镇、康巴什区、东胜区）绿色供应基地，他
们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盘下 2 个底店，经营羽
毛饰品和农牧民的土特产品，让红庆河的绿
色农产品从此走进都市。

他们计划在风景优美的奎生淖尔水库、
寸草滩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筹划创办互助敬
老院，已经有 30 多人签订意向协议⋯⋯

每天与年轻人相处，67 岁的村委会主任
李树生也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说话掷地
有声：“我支持这些孩子们，他们朝气蓬勃、思
想活跃，乡村振兴寄托在他们身上。”

据不完全统计，红庆河镇村“三委”中，80
后干部有 19 名、90 后有 4 名。这还不包括镇
村其他岗位的 80 后、90 后。这些年轻干部几
乎遍布红庆河镇所有村。

美丽红庆河，美在一群80后

本报通辽 10 月 9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一次没跑、一分没花，事
儿就办了！”日前，拿到残疾证的开鲁县麦新
镇双合兴村邓起再三向代办员和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邓起今年 51 岁，肢体四级残疾，因类风湿
性关节炎渐行性加重，脊柱严重弯曲。虽然
活动受限，他还得坚持照顾无儿无女的爷爷

（父亲的老叔）和已卧床 5 年生活不能自理的
母亲。针对邓起一家的实际情况，麦新镇将
其纳入“一次不让跑”服务对象。

自2017年5月被列为全国百县首批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旗县以来，开鲁县将政

务公开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的
重要举措。在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
时，2018年麦新镇重点对辖区“老、弱、病、残”等
特殊人群试点推行了“一次不让跑”服务。

如何确定“上门服务”人员、谁来提供服
务、如何做好高效对接？该镇结合精准扶贫
全民建档、干部入户走访掌握的各村各户信
息，以户为单位，通过村“两委”会、村民代表
会确定初步人选，镇“一次不让跑”办公室入
户复核，两轮筛选最终确定 65 户为“一次不让
跑”服务对象，在全镇范围内进行公示，并为
服务对象建立了包括家中情况、适用标准、服
务需求及其他要求等详细内容的户档案。明

确各行政村计生主任为本村便民服务点代办
员，将印有自己姓名、联系方式及便民服务中
心各窗口联系方式的联系卡发放到服务对象
手中，为群众提供办事咨询、政策释疑等全流
程服务。建立镇党政班子成员、站所长、窗口
工作人员和代办员工作群，及时发布服务事
项办理通知，以便代办员及时提供服务。服
务对象需要办理相关事项时，代办员代为准
备、上交相关材料，并将后续证照送达、告知
办理结果，真正实现了服务对象足不出户，代
办员全程代办。

哪些事项服务对象可以一次不用跑？该
镇对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的 12 个部门、43 项具

体事项进行梳理，按“入户直接办理、镇中心办
理、县直部门入镇办理赴县内办理”四类细化
便民服务清单，逐项明确服务内容和实现形
式。最终确定了包括低保办理、社保卡申领和
残疾人补贴申请等与农牧民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 43 项业务为“一次不让跑”服务事项，并
将服务事项列为村级便民服务点的代办事项。

“一次不让跑”服务实施以来，麦新镇为
服务对象办理业务 500 余项。

开鲁县将总结麦新镇“一次不让跑”经验
并在全县推广，在服务人群、服务领域、试点
范围上进一步拓展，实现了政务服务的快捷、
便民、高效。

麦新镇推出“一次不让跑”代办服务

■图闻

本报乌海 10 月 9 日电 （记者 于海东 实习
生 刘中显）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依托辖区距离
城市近，且靠近黄河的优势，以打造“一村一品一特
色”为目标，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千里山镇紧邻黄河，有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金沙
湾旅游生态景区、蒙根花休闲农业园、汉森酒庄等特色
旅游资源。 为形成品牌旅游点，千里山镇与农业企业
合作，探索推出“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支部+公
司+农户”等多种扶贫模式，配套推进新丰村民宿农家乐
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民俗农家乐配套旅游产业。

如今，千里山镇一年四季旅游活动不断，以春之
风筝节、夏之烧烤节、秋之丰收节、冬之年猪文化节系
列品牌活动为载体，该镇的农副产品销售、农家乐餐
饮发展迅猛。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吸引了大批摄影、书
画、雕塑艺术家实地创作采风。

海勃湾区

千里山镇全域旅游四季红火

本报包头 10 月 9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 实
习生 陈娟）连日来，九原区文化馆展厅内热闹非凡，
民族传统手工艺技能展暨九原区民族传统手工艺培
训作品展在这里开展，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传统刺绣、
头饰、民族服饰、沙画、木雕等 200 多件手工艺品吸引
了一拨又一拨的市民观展。

本次展览为期 5 天，汇聚了多方资源，包括鄂托
克前旗民族职业高中、九原区少数民族文化展厅及非
物质文化传承人、手工艺培训老师选送的手工精品以
及大量珍贵的图片史料和实物展示。

此次展览中还有部分展品出自九原区民族传统
手工艺技能培训班学员之手。据了解，之前该区还举
办了为期 20 天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培训。

九原区

民族传统手工艺展观者如潮

本报巴彦淖尔 10 月 9 日电 近日，磴口县公安
局组织全体民警、辅警开展普及广播体操运动，大力
增强民警参与健身和体育锻炼的意识。

长期以来，公安民警由于工作忙、任务重，常常忽视
了体育健身。国家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纲要进警营后，该
局规定，每天上午8时20分，为广播体操早操时间。邀
请诚仁中学体育教师担任教员，专门教授第九套广播体
操。广大干警在积极参与广播体操运动同时，根据各自
的喜好，在业余生活中，进行快走、跑步、各种球类活动，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潘生富 李家伟）

磴口县

警营兴起健身热

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9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
楞）每年 9 月中旬到 10 月初，成群结队的候鸟来到锡
林郭勒草原上休整和补充体力。每到这一时期，锡林
浩特市森林公安和野生动物志愿者们就严阵以待，确
保候鸟安全过境。

锡林浩特市森林公安局白音锡勒派出所的工作
人员，对迁徙过境候鸟进行严密观测和记录，为周边
牧户讲解保护候鸟相关法律和知识，并发放宣传单，
安排专人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候鸟过境栖息地。
还开展各类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破坏过境候鸟的
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候鸟安全迁徙。

据悉，该市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食物补给，已
经成为迁徙鸟类和珍稀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

锡林浩特市

确保过境候鸟安全迁徙

本报赤峰 10 月 9 日电 （记者 徐永升）日前，
记者从阿鲁科尔沁旗委获悉，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阿鲁科尔沁旗委荣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

该旗有蒙、汉、满、回、壮等14个民族，是以蒙古族为
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近年来，该旗强
力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创建工作。加强民族地
区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力度，推动原生态
草原游牧系统进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行列，守护好
阿鲁科尔沁旗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着力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致力于脱贫攻坚，使全旗的发展活力不断
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阿鲁科尔沁旗

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本报记者 韩继旺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兰布和沙
漠深处，有一家“蚯蚓工厂”。

该厂坐落在磴口县华盛绿能光伏
农业园区内，占地 80 多亩，每年可繁
殖蚯蚓 100 吨，年处理垃圾 2000 吨。
蚯蚓为大棚养殖，生长在养殖“床”内，

“床”用禽畜粪便加秸秆堆成，其中秸
秆占 30%左右。温室大棚顶部架有光
伏板，在为蚯蚓挡住烈日隔热降温的
同时发电。

随意捧起“床”上一把“黑土”，只

见多达 10 余条鲜红色的蚯蚓蠕动，其
中还夹杂着众多白色的“蚯蚓蛋”。技
术人员介绍，“黑土”其实就是蚯蚓吃
掉垃圾后排出的粪便，含有丰富的腐
殖酸和微生物菌群，是改善土壤结构
的上好肥料，今年他们为全县以及周
边旗县的园林绿化做过育苗，仅在育
苗这块，每个大棚每年平均下来有十
几万元的收入。

“蚯蚓工厂”每年可以养殖两季蚯
蚓，每季产出蚯蚓 50 吨，蚯蚓晒干后，
可用于生物制药、化妆品等，按市场价
每吨 2.6 万元计算，每年仅卖蚯蚓收益
就可达到 260 万元。

沙漠里的“蚯蚓工厂”

蚯蚓生长温床蚯蚓生长温床

蠕动的
蚯蚓

查看蚯蚓查看蚯蚓

用蚯蚓黑土培育花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