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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实习生 杨永旺

5月的一场细雨过后，河套田野里
的空气变得清新湿润。在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新华镇永红村花菇生产基地，工
人们穿梭在各个大棚间，有的查看菌
棒，有的管护洒水，有的采摘收获，一派
忙碌的生产景象。

小花菇成就大产业。永红村2018
年引进企业成立巴菇种植专业合作社，
利用盐碱荒地建起400栋花菇种植大
棚，年实现效益1200万元，拉动村民户
均增收4.5万元。

“这儿以前就是块盐碱滩，连野草
也长不了几根。如今成了村里的增收
宝地了，这在以前谁敢想啊。”永红村党
支部书记包子靖自豪地说起村里的变
化，就打开了话匣子：“以前村民面朝黄
土背朝天，一年忙碌下来也收入不了多
少。现在村民既有土地转租收益，又有

打工收入，种植一棚花菇一年纯收入2
万块左右，这3项收入加起来，乡亲们
的兜兜立马鼓起来了。”

盐碱滩变身花菇基地，只是新华镇
开发利用盐碱荒地的开端。目前，投资
1.2亿元的维创现代化万头奶牛养殖园
区已经在新华镇小红旗村开工建设。

“来这投资建厂是个双赢的举措。”
奶牛养殖园区项目负责人王维说，“这
片沙窝周围没有住户，地价也比别的地
方便宜，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
的选择，而对于村里来说，也可以盘活
闲置土地，增加村民收入。”

据了解，维创现代化万头奶牛养殖
园区建起后，需要大量饲草料，该公司将
与周边农户签订全株青贮玉米及优良苜
蓿种植合同，为牧场提供稳定的饲草料

供给。同时，还与周边农户签合同，将优
质良种小公牛提供给农户饲养，农户每
饲养一头小公牛预计可获利1500元至
2000元左右，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4月29日，总投资2.2亿元的威锦轩
渔牧光一体化光伏发电项目在新华镇胜
丰村、哈达村开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1500亩，总装机容量50兆瓦，通过水产
养殖、牧业养殖与太阳能发电相结合的
生产方式，达到渔、牧、电立体产业效益
多赢。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为电网
提供约6610万千瓦时电量，吸纳当地农
民200多人就业，通过流转土地带动100
户农民人均年增收1.5万元。

“地还是那块地，通过工业化的理
念发展现代农业，以经营企业的理念经
营农业，真正让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

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临河区新华
镇党委书记王健说。

近年来，新华镇通过实施大破大立
土地整理项目让全镇23万亩土地从盐
碱地变为高产田，亩均效益增加300余
元；通过流转村集体闲置土地，建成占
地2400亩花菇基地一处，当年实现效
益1200万元，并在今年又招商投资新
建万头奶牛基地，为当地产业发展进一
步增添动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近年来，临河区聚焦产业深度融
合，以“天赋河套”公用品牌为引领，下
好绿色转型棋，扎实推动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今年，将完成10.6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2.6万亩盐碱地改良任务，建设
红椒、小麦、花菇等10个万亩规模化、标
准化特色种植园区，新建中俄蔬菜种植
及加工出口基地、蔬菜速冻加工基地、
综合性物流仓储园区，与伊利集团合作
建设全球最先进的智能乳品加工厂。

盐碱荒地长出绿色希望

内蒙古日报（蒙文）换证人员名
单（110人）

吴金宝、格日勒、德力格尔、百
先、吉儒木图、乌云花、白春、吉格木
德、图门和西格、苏布达、玉兰、乌日
根巴雅尔、包金山、乌云巴图、金山、
娜仁呼、包文学、白文学、哈斯巴特
尔、朝格吉乐玛、娜日苏、额尔敦花、
海泉、高娃、玉林、王玲籽、巴音孟克、
乌云其其格、娜仁高娃、秀花、高萨如
拉、包勿日根、乌吉斯古楞、格根图
娅、毕力格图、图门达来、那仁其木
格、赛娜、苏青虎、孙丽英、香桃、阿娜
尔、伟勒斯、包海日、月英、新毕力格、
巴雅苏乐、韩玲玲、王玉龙、胡萨日
娜、李萨如拉、敖日格乐、刘森布尔、
毕力格巴特尔、贡毕力格、图雅、乌日
古木勒、包萨茹拉、海立艳、智海、宝
力道、达古拉、萨如拉罕、阿鲁斯、贺
希格巴雅尔、王晓明、娜仁图雅、娜布
其、乌云花、包美荣、关斯芹、瑙敏、赵
明亮、乌日罕、杨文光、伊舒妮、阿古
拉、福根、娜木戈、彩红、常艳君、阿如
娜、呼布琴、朝波、莫日根毕力格、阿
茹罕、其乐木格、白金库、宝鲁尔、萨
仁其木格、春艳、侯瑞、特润、斯日古
楞其其格、宝乐儿、包玉英、锡林格日
勒、萨其尔、宝音图、乌力吉宝音、其
乐木格、阿格玛、韩红霞、新其其格、
阿日滨塔拉、白胡日查、乌仁通嘎拉
嘎、珠那、其勒木格、其哈日嘎

内蒙古日报（汉文）换证人员名
单（183人）

贾永强、韩卿立、魏娜、路兴、张
彦钦、刘军、崔楠、杨慧军、德格吉日
呼、方弘、杨金花、周丽娟、赵元君、照
日格图、白代兄、李永桃、蔡冬梅、苏
永生、石向军、谢景、哈丹宝力格、李
书堂、阿荣、杨洪梅、莎日娜、郭玉、段
立新、皇甫秀玲、宋阿男、格日勒图、
额尔敦吉日嘎拉、李玉琢、郭洪申、胡

日查、王咏梅、赵弘、江新辉、张敏、袁
永红、吴海龙、相恒义、孙亚辉、白喜
辉、伊拉图、武彦敏、李霞、红艳、夏
红、张向华、岳其其格、张俊在、许晓
岚、马少林、叶文畅、吉莉、陈玉文、贾
怡媛、高雪芹、戴宏、刘晓冬、周秀芳、
赵萱瑞、张兆成、邰山虎、王静宇、刘
国新、李凤莲、谭玉兰、托雅、荣松如、
塔娜、郑学良、梁海龙、吕学先、王玉
琢、吴青兰、皇甫美鲜、杨贺希格宝
音、庞俊峰、郝斌、孙一帆、鲍庆胜、李
晗、赵娜、肖振英、高敏娜、王塔娜、宋
爽、薛来、帅政、柴思源、徐跃、韩雪
茹、郝飚、海军、图古斯毕力格、安寅
东、包荭、白雪、贾泽浩、怀特乌勒斯、
金泉、安宁、高宇、苏克、田晓春、闫晨
光、马艳军、郭力、陈曦照、高慧、王晓
博、长河、郝雪莲、李倩、刘春、海粼、
康丽娜、王皓、钱其鲁、刘洋、丁燕、王
连英、白江宏、胡达古拉、杨洁、杨丽
萍、刘玉荣、胡芳、刘春芳、于海东、李
新军、程英军、巴依斯古楞、赵丹丹、
刘宏章、韩继旺、范永、来春誉、徐峰、
马建兵、杨威、潘佳佳、王雅静、赵曦、
冯雪玉、温赛南、边宇、张文强、徐永
升、毛锴彦、张璐、王磊、章奎、刘志
贤、孟和朝鲁、张慧玲、李振南、郭俊
楼、白洁、于涛、李中锋、安华祎、赵文
萃、蒋芳、魏佩、白帆、白莲、王彤、霍
晓庆、及庆玲、阿妮尔、白丹、陈春艳、
梁亮、张荣、刘墨墨、尤琨、王鹏、施佳
丽 、邓玉霞、院秀琴、赵静

内蒙古生活周报换证人员名单
（14人）

阿拉坦敖都、娜日苏、乌云塔娜、刘
呼斯楞、苏英宝、苏亚拉图、孟和白音、
布仁巴雅尔、巴雅尔青格乐、高红莲、白
那仁满都拉、金莲、乌仁塔娜、玉莲

内蒙古少年报换证人员名单（6人）
金鑫、朝鲁孟、鲍苏日娜、伊得

力、阿拉旦夫、秋伶。

公示

本报包头5月9日电 （记者 格
日勒图 实习生 洪皓月）截至目前，
包头海关今年累计监管进口铜精矿
3600批、20万吨、货值2亿美元，进口
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40%，实验室检测
441批、1061项目次，保障了铜冶炼企
业进口原料及时送上生产线。

为保障企业生产原料不间断供应，
包头海关对进口铜精矿的现场查验和
实验室检测工作在节假日也片刻不停，

“五一”期间包头海关驻厂监管进口铜
精矿13300吨、货值1416.84万美元，实
验室检测24批、79项目次。

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内蒙
古规模最大的铜冶炼民营企业，年产能
近10万吨，一年需要进口铜精矿原料约
60万吨。铜精矿矿料经过焙烧、电解等
多重工序，锻造成为电解铜供应甘肃铜
金川集团。受疫情影响，企业遭遇用工

难、物流慢、资金紧张等多重困境，对原
料充足供应保障资金周转格外重视。考
虑到企业原料断供导致停产需要支付的
经济成本，包头海关推进进口铜精矿检
验监管模式改革，落实“预约加班，即到
即检”制度，克服现场粉尘大、噪音高等
复杂作业环境，做到原料随来随验、样品
随到随检，每批货物的检测周期缩短到
一周之内，为企业复工复产减负提效。
同时加大矿产品检测设备投入力度，建
立完善实验室管理体系，稀土、煤炭、铜
精矿检测项目均获得实验室资质认定和
CNAS认可，充分满足检测需求。

包头海关保障铜冶炼企业
进口原料及时送上生产线

本报5月 9日讯 （记者 李存
霞）在第73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
前夕，5月 7日晚，自治区红十字会
联合雷蒙公益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

“记‘疫’——红十字志愿者开讲”
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仁
爱妈妈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刘玉敏，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志
愿者石文静，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90后”志愿者赵燕燕、武
健，包头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傅
钰、李海峰等6位红十字志愿者，与
广大网友分享了他们的战“疫”经
历。

疫情期间，仁爱妈妈刘玉敏带领
志愿者们，利用网络陪伴单亲失依儿

童、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一起学习、
画画，让爱心始终“在线”，为孩子
们树立起共抗疫情的信心。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
古队队员石文静和内蒙古队23名队员
一起在武汉奋战 40 天，出动车次
1144次，行程超过15000公里，转运
患者 3683名，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生
命摆渡，实现了转运零事故、医护人
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诠释了“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被
誉为武汉一线的“生命摆渡人”。

“90后”志愿者赵燕燕、武健，
从大年初二起就在自治区红十字会备
灾救灾中心参与捐赠物资接收、分发
工作。他们加班加点、夜以继日，连
续工作两个多月，奔波在火车站、机

场、库房之间，参与物资清点、搬
运、出入库登记、资料留存、统计汇
总工作，接收了148批次26类物资，
分发了454批次捐赠物资。

包头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疫情
期间出动志愿者 9396 人次、车辆
6160台次，在社区、道路口设封控监
测点74个，电话排查1万多户，完成
居民住宅、办公场所和公共区域防
疫消杀3400多万平方米，累计志愿
服务时间9万多小时。红十字志愿者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全力以赴战

“疫”的故事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
众。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红十字会爱心
大使、著名媒体人雷蒙主持，并通过
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全程直播。

我区红十字志愿者讲述“战疫”故事

本报呼和浩特5月9日讯 （记者
刘洋 实习生 张立富）“年久失修的
土坯房，每逢冬天，烧上炉子也还是很
冷。现在好了，政府给我们盖了新房，
又大又亮，冬暖夏凉，出去也方便，住的
可是舒服啦。”武川县大青山乡大兴有
村贫困户贾喜毛是呼和浩特市工信局

“一对一”帮扶户，说起自己的小日子的
变化特别激动，“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好，
为我们老百姓办了好事。”

呼和浩特市工信局以脱贫攻坚“大
调研、大提升”工作为契机，在推进脱贫
攻坚上再加力、再深入、再落实，全力以
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们从中找方向、找思路、找动
力、找方法，用工作成效指导解决脱贫
攻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呼和浩特市
工信局长高瑞军介绍说，“我们从年初
就提前布局，严格按照与贫困户谈一次
话、理一遍帮扶措施、核一遍基础数据、
解决一批问题、整一次人居环境‘五个
一’工作机制，及早谋划、压实责任、突
出重点、指导实践、狠抓落实，有序推进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

截至目前，按照“百企联百村”推进
要求，该局已调度11户企业累计投入
帮扶资金120多万元。为武川县燕谷
坊生态农业申报并落实项目补贴资金
15万元，为帮扶村武川县大青山乡井尔
沟村农田建设帮扶资金13万元，还先

后11次500余人深入贫困户，研究“一
对一”帮扶计划。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里，90
多名呼和浩特市工信局的党员干部深入
武川县大青山乡井尔沟、乌兰不浪、干只
汗、大兴有、坝顶和五道沟的6个村、50
户开展扶贫“大调研、大提升”工作。

“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才
能做到脱贫攻坚一抓到底。”高瑞军表
示，我们坚持把干部作风建设摆在脱贫
攻坚工作突出位置，从细处着手，从实
处着力，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钉钉
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以严格的纪律保
障精准脱贫责任落实，以强化干部作风
建设护航脱贫攻坚工作，使精准脱贫更
透明、更精准。

用心用情解决好贫困群众的涉贫
诉求，坚持一户一策，强力精准推动，坚
决攻克堡垒，集中力量攻破贫困问题。

为确保包联的50个贫困户顺利且
高质量脱贫，呼和浩特市工信局以全市
脱贫攻坚动态管理系统为抓手，举一反
三，积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弹，
认真查找漏洞缺项，对存在返贫风险和
致贫风险的人群，实施针对性预防措
施，及时将返贫和致贫人口纳入帮扶。
在走访过程中，与村“两委”、驻村第一
书记、脱贫户研究提出种植养殖、产业
扶贫等方面措施150余条，为做好春耕
备种、夏管秋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调研大提升”
推进精准脱贫

本报 5月 9 日讯 （记者 柴思
源）5月 9日，记者从内蒙古舞蹈家协
会获悉，由内蒙古舞蹈家协会选送的4
部原创舞蹈作品《顶碗舞》《马背交响》
《传承》《春之声》经专家评审，入选首
届“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

群舞《顶碗舞》由内蒙古鄂尔多斯
民族歌舞剧院创作表演，节奏欢明、动
作细腻，描绘出蒙古族少女勤劳淳朴，
憧憬美好生活的唯美画面；由内蒙古

直属乌兰牧骑表演的男女群舞《马背
交响》舞步轻捷，表现蒙古族青年男女
的剽悍英武和飒爽英姿，表达了牧人
与马深厚的情感；男女群舞《传承》以
卫拉特部落舞蹈“萨吾尔登”为创作元
素，融入阿拉善和硕特部服饰文化，体
现薪火相传的乌兰牧骑精神；独舞《春
之声》融入土尔扈特部落舞蹈动作，再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

据了解，“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

萃”是由中国文联批准立项，中国舞蹈
家协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支
持的全国范围针对新创舞蹈作品推优
项目。首届“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
面向全社会征集舞蹈作品，并集中由
业内专家进行网络推选，作品包含古
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当代舞、现
代舞、国标舞、街舞等艺术形式，共征
集到658件作品，最终134件作品进入
集萃。

我区4部舞蹈作品入选首届“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

本报乌海 5 月 9 日电 （记者
于海东）日前，一列满载着化工品的
货运列车驶出乌海北铁路综合物流园
区。据了解，自4月30日该物流园建
成投入运营以来，每天都要发出一两
列货运列车。

乌海市作为“蒙宁陕甘”沿黄经
济带中心城市之一，地缘与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周边矿产资源丰富，现已
形成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
为主的产业体系。随着经济发展，而
原有的货场规模小、设施较为陈旧，

已不能满足货物外运需求。乌海北铁
路综合物流园区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
乌海地区铁路交通枢纽能力，彻底打
破多年来一直制约内蒙古西部企业发
展的瓶颈，有力推动自治区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

乌海北铁路综合物流园总投资
4.26亿元，全年货物到发量可达2000
万吨以上，2015年底开工建设，设
计占地 909 亩，是自治区西部最大
的铁路物流园区。物流园毗邻乌海
市千里山工业园和鄂尔多斯市蒙西

工业园两大工业园区，并接入了千
钢铁路和蒙西铁路等多条企业铁路
专用线，分为南北两个作业场区，
设有成件包装货区、集装箱货区、
散堆装货区，预留特货货区，目前
已全部建设完成。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周边地区各
大企业厂矿复工复产，乌海地区铁
路系统各单位精心筹划、科学组织
各项工作流程，对作业中存在的问
题梳理分析，全力保障园区运营平
稳有序。

内蒙古西部最大铁路综合物流园区建成投运

本报呼伦贝尔5月 9日电 （记
者 李新军 通讯员 晓琦）近日，随
着天骄航空“十四冬号”客机平稳降落
在呼伦贝尔市东山国际机场，呼伦贝
尔市东山国际机场夏航季首条新开航
线——海拉尔—赤峰—呼和浩特航线
首航成功。

据悉，这是天骄航空在海拉尔—
通辽—呼和浩特航线开通后，开通的
第二条区内“支支通”航线。海拉尔—
赤 峰 — 呼 和 浩 特 航 线 航 班 号 为
9D5667/8，机型为ARJ21，班期为每
天1班，具体航班时刻为：7时整呼和
浩特起飞，8时20分到达赤峰，9时10
分赤峰起飞，10 时 55 分到达海拉
尔。回程时间为11时55分海拉尔起
飞，13时 45分到达赤峰，14时 40分
赤峰起飞，16时整到达呼和浩特。周
一、五的回程时间变为18时海拉尔起
飞，19时 50分到达赤峰，20时 40分
赤峰起飞，22时整到达呼和浩特。

目前天骄航空已经开通了呼和浩
特往返乌兰浩特、锡林浩特、通辽、海
拉尔多地的航线。

海拉尔—赤峰—
呼和浩特航线通航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5 月 8 日，兴安盟科右中旗旗长郭堂与网红主播一同直播带货。当天，内蒙古品牌形象宣介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媒体与中央媒体、商业平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活动中，网红主播和旗县长共同带货，
大力推介内蒙古自治区地域特色农畜产品。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怀特乌勒斯 摄

旗长变身带货主播

本报呼和浩特5月 9日讯 （记
者 刘洋）5 月 9 日，呼和浩特市工商
联与华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
成的政企“连心桥”综合服务平台启
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呼和浩
特市政企“连心桥”综合服务平台基
于互联网应用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
搭建，是政企共用的公共服务平台，
可以快速实现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
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一体化的高
效、优质、廉洁的管理和服务。

本报呼和浩特5月 9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同城灾备数据中
心、客服中心等项目入驻内蒙古和林
格尔新区，当天双方签署了合作协
议。这些系列项目落户该新区后，将
在推进金融科技创新、集聚金融人
才、深化金融科技在精准扶贫、民生
保障、企业融资渠道拓宽、低成本资
金引入等方面与新区合作共赢。

本报鄂尔多斯5月9日电 为加
强队伍正规化建设，进一步提升民警
业务水平和实战能力，近日，鄂托克
前旗交管大队组织全体民警开展为
期 6天的实战大练兵。练兵内容包括
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和执法勤务实
践，旨在确保全体民辅警应训尽训，
学有所成。 （王刚）

本报鄂尔多斯5月9日电 今年
以来，为严厉打击非法从事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
序，达拉特旗运管分局于1月7日开始
开展“打黑”行动。行动开展以来，通
过路面查控、稽查布控、群众举报等
方式，布下不可逃脱的法治“铁网”，
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查扣非
法营运“黑车”37辆次，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王曦文）

本报鄂尔多斯5月9日电 达拉
特旗交管大队岗勤三中队结合“一盔
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通过发放宣传单页、摆放事故展
板、解说事故案例等系列宣传攻势，
提醒各类车辆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
盔及安全带的重要意义，劝导广大驾
驶员及乘客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
现代交通安全意识，养成良好交通出
行习惯，营造起了浓厚的交通整治氛
围。 （徐燕）

本报鄂尔多斯5月9日电 道路
交通安全春季整治专项行动如火如
荼，为预防制止农牧区交通安全的不
稳定因素，近日，鄂托克前旗交管大队
举行了劝导装备发放仪式暨劝导员业
务培训会，为应对当前春季交通安全
整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孙文）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自治区新闻出版
局《关于开展2019版新闻记者证统一换发工作的通知》要求，经资格审核，现将
我社拟换发新版新闻记者证的内蒙古日报（蒙文）110人、内蒙古日报（汉文）
183人、内蒙古生活周报14人、内蒙古少年报6人的人员名单予以公示。即日
起公示，公示时间为10天，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举报电话：0471-4825543、4825543
内蒙古日报社举报电话：0471-6635350

内蒙古日报社
2020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