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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海石油牢固树立“奉献清洁能源，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通过光伏发电、双层罐改造等一系列措施积
极创建绿色企业，为“百日攻坚创效”提供绿色动力。

2018年底，乌海石油分公司利用加油站洗车房顶棚，
安装使用光伏发电系统45平方米，为加油站罩棚灯、便利
店和生活区的照明供电。截至目前，该加油站光伏系统
共节约用电约3000千瓦时。

乌海石油分公司还积极开展加油站双层油罐和双层

管线改造，通过严格的开展选型、规范施工管理和验收评
审，实现加油站双层罐改造全覆盖。同时还在油库和加
油站开展油气回收改造，降低对空气和环境的污染和有
机挥发物以及对加油站一线员工的职业危害。

此外，乌海石油分公司还通过栽种绿植、开展机关
节约用水用电活动、推进污水处理等措施，持续打造绿
色企业，以实际行动肩负起国企的社会责任，助力百日
攻坚创效。 （武文璐）

百日攻坚创效篇之创建绿色企业

结合第2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减税费优服务、助复
产促发展”的主题，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扎实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深化宣传辅导，问需求，解难
题，精服务，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服务措施，不断提升
税收战“疫”服务效能。

该局规范开展纳税服务，在做好办税服务厅日常工
作的基础上，大力倡导“非接触式”办税，畅通网上办税渠
道。运用微信、QQ等多种方式，点对点开展远程办税辅
导，对接企业需求，解答涉税问题。对于确需线下办理业
务，提供预约办税服务，完善预约办税台账，详细记录办

理事项，提前发出资料准备通知，确保涉税事项一次办
结，切实提高疫情期间办税效率和办税安全。

按照“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要求，该局及时组建“助
复工复产促发展”服务队奔赴企业生产经营一线，统筹解
决复工复产企业在政策落实、资金、原材料、发票、结算等
各类生产要素供应保障方面的问题。重点深入疫情防控
物资生产企业针对性开展服务，把复工复产的政策和标
准带入企业，送上税务总局出台的支持防护救治、支持物
资供应、鼓励物资捐赠、支持复工复产四方面的税收优惠
政策红利，坚决做到税收优惠应惠尽惠。 （郑哲）

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蒙能呼和浩特金山热电厂2×66万千瓦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第二次公

示，本次对蒙能呼和浩特金山热电厂2×66万千瓦扩

建项目环评相关信息进行网络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蒙能呼和浩特金山热电厂2×66万千瓦扩建项目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境

大阳高村南侧。灰场位于电厂西侧10km处的下十里

坡村灰场（废弃取土坑），为平原干灰场。建设单位为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总投资

503436×104元，其中环保投资81144×104元，环保

投资占总投资的16.12%。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概述
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分为施工期环境影响和营运

期环境影响。施工期的影响主要是场地平整、回填、施

工、材料运输、堆放等产生的扬尘、废水及施工机械噪声。

营运期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包括：锅炉燃煤产生

的烟气污染物及煤场、灰场产生的扬尘，生产废水和生

活污水，设备噪声，粉煤灰、渣、石膏等固体废物。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1）废气

本工程废气排放源主要为锅炉燃煤，锅炉烟气经

低氮燃烧+SCR脱硝、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电袋复

合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均可满足超低排放标准要求（烟尘执行

10mg/m3，二氧化硫执行 35mg/m3，氮氧化物执行

50mg/m3），烟气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厂区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设有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生产废水处理系统以及雨水排水系统等。生活污

水、含油废水、脱硫废水等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本工程废水对周围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影响

较小。

（3）噪声

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厂区对产噪设备合理布局，

对设备采用减震、吸声、隔声等有效降噪措施，本工程

噪声贡献值及叠加值均满足厂界标准要求，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4）固废

本工程产生的灰渣及石膏进行综合利用，未能综

合利用时暂存至灰场。废催化剂、废弃离子交换树脂

等危险废物直接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回收，生活垃

圾和生活污水、污泥由环卫部门清运。正常情况下固

废全部合理处置、综合利用，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要点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同时也符合

城镇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项目

在建设期和运行期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减缓措施后，可

以满足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工程建设是可

行的。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与本工程相关的任何公民可在https://pan.bai-

du.com/disk/home?fr=ibaidu&errno=0&er -

rmsg=Auth% 20Login% 20Sucess&&bduss=

&ssnerror=0&traceid=#/all?path=% 2F&vmode=

list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全本电子版，同时可联

系建设单位联系人查阅纸质报告书，查阅期限为本公

示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如果对本工程有指导性意见，可在https://pan.

baidu.com/disk/home?fr=ibaidu&errno=0&er -

rmsg=Auth% 20Login% 20Sucess&&bduss=

&ssnerror=0&traceid=#/all?path=% 2F&vmode=

list下载公众意见表。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填写完公众意见表后，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实名反馈意见，并请留下联系方式

以便必要时回访。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的形式提出意见，起止时间

为本公示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十、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街

4号万正尚都小区3号写字楼

邮编：010000
联系人：王荣坡

电话：18547170770
环评单位：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东

段巨海城八区写字楼东楼

邮编：010011
联系人：刘君

电话：0471-5321127
邮箱：53523418@qq.com

2020年5月12日

□本报记者 韩继旺

5月5日中午，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魏记大碗羊肉馆迎来35名环卫工人就
餐，这已经是该店第88次宴请这些辛
劳的城市美容师了。这种社会责任的
坚持践行，带动了更多志愿者加入到
爱心公益活动中。当天，临河区心连
心志愿者还为到场的环卫工人捐赠了
爱心衣物，饭店旁边的时光烫染沙龙
为他们义务洗发理发。

每月5日爱心宴请环卫工人已成
为魏记大碗羊肉馆多年来的坚守。总
经理魏记平介绍，自2012年起，每月5
日作为饭店公益日，均会免费邀请50
多名环卫工人到店就餐。截至目前，
已经宴请了6000多名环卫工人。

近年来，临河区积极探索开展志
愿服务新模式、搭建精准为民服务新
平台、打造具备专业服务技能新队
伍。特别是2019年 5月，临河区被确
定为自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的28个试点旗县区之一，临河区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立，在开展特
色服务方面迈出新步伐，越来越多的
市民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志愿
服务所形成的正能量源源不断向街道
社区和乡镇村组涌动。

目前，临河区在“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注册人数达6.9万余人，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主动自觉践行志愿服
务精神、投身志愿服务的意愿浓厚，尤
其是各类专业志愿者的参与，让发展
志愿服务具有了扎实的基础。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

临河区在区级层面成立了志愿服务总
队，由区委书记担任总队长，下设理论
政策宣讲志愿服务队、文艺文化志愿
服务队、助学支教志愿服务队、科学普
及志愿服务队、医疗健身志愿服务队、
法律服务志愿服务队、环境保护志愿
服务队、扶贫帮困志愿服务队等8支志
愿服务队。同时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积极整合社会志愿服务组织、机
关党员志愿服务队、社区、村志愿服务
队等各类资源，共建成各类队伍 300
支、志愿者10121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临河
区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
高效、覆盖全面的优势作用，第一时间
吹响防控“集结号”，150支志愿服务队
7800多人次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构筑
起坚实可靠的“疫情防火墙”。

1月 30日，向日葵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纷纷报名要求参加抗疫值班；
2月 3日，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来到
交通卡口，协助公安、交警、防疫部门
开展防控、交通疏导和后勤保障工
作；2月 9日，聚仁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们不顾个人安危，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开展排查、值守等工作……各支志
愿服务队积极投身防控一线，开展宣
传、登记、测温、排查、物资配送等工
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志愿服务精
神。各个街道社区、乡镇村组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通过小区党员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等，为辖区居家隔离

人员、困难家庭等提供代买代送等爱
心服务，用贴心的服务让群众安心、
暖心。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临河区在优
化活动内容上下功夫，设计贴近群众
需求的志愿服务项目，促进志愿服务
活动常态化。目前，临河区涌现出了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村书记宣讲
团”、白脑包镇西海村“老娘舅”调解服
务、董瑞卿工作室“德润河套”、雷锋车
队“车轮上的党支部”等一批有特色的
志愿服务项目。

临河区将农村地区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与“千村示范、万村行动”
工作统筹推进，涌现出了白脑包镇西
海村、干召庙镇民主村、城关镇友谊
村、新华镇哈达村等一批典型示范村，
评选“十星级文明户”2708户，为新时
代农民素质提升工作起到了示范引领
作用。目前，临河区 151个行政村和
22个农场分场全部按照要求制定完善
了村规民约（场规民约），规范建立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
群众组织。

双河镇团结村文艺服务队把村规
民约编成歌曲教乡亲们传唱，现在大
家不仅在唱，而且都在自觉遵守。村
党支部书记邬永强说：“我们组织村里
的文艺队教乡亲们学唱村规民约，这
样经常把约定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就
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自觉行动中，形成
文明新风尚，助力乡村治理。”

临河区：文明之花常开常艳

□本报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美令

眼下正是阿鲁科尔沁的春耕时节，
新民乡公司村农民赵晓伟一大早刚刚卸
完种子、化肥，又哼着小曲儿，忙着赶回
地里平地、浇地，一天下来忙得不亦乐
乎，憨厚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42岁的赵晓伟，2年前突发白
血病，高昂的住院费、高频率的病情复
查和长期的药物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
积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期间爱人又
出了车祸，导致尾椎骨骨裂，不能干重活
儿，一家老小突然间陷入困境。“家里穷
点不怕，就怕有人生病了，一旦有人病
了，这日子可真就没个奔头了。”回想起
2年前的困境，赵晓伟无奈地摇头。

病痛的折磨、生活的压力，让赵晓
伟一度灰心丧志。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精准扶贫的春风给他带来了新的希
望。2017年，赵晓伟一家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

得知情况后，积极帮助他办低保、申请
教育扶贫、提供点餐羊、代缴新型合作
医疗等，对其进行物质帮助和精神开
导，使其重新点燃了发展生产的信心。
结合自己有养殖经验，他主动把想发展
养殖的想法对驻村干部说了出来。
2019年，通过“点餐”项目，政府补助资
金35000元，赵晓伟买进了35只基础
母羊，开始了他人生的“逆袭”之路。

“点餐羊”是赵晓伟的宝贝，是他脱
贫致富的希望。他像呵护孩子一样精
心呵护着每一只羊，经过精心养殖，当
年就收获30余只小羊羔，逐渐地将自
家羊群发展到了100多只。他还将家
中的24亩地种上了玉米和绿豆，不仅
增加了种植收入，还解决了养羊的饲草
问题。“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陆陆续续
出栏了 45 只羊羔，赚了 32000 余元。

在我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了我一
把，让我彻底摆脱了贫困的帽子，以后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对于未来的生活，
赵晓伟信心满满。

养羊让因病致贫的赵晓伟尝到了
生活的甜头，而让他觉得更甜蜜的是，
在脱贫路上一直有来自各方的帮扶。
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积极协调为他们
家办理了低保户，3人享有A类低保补
助，父母享受C类低保补助，还代缴了
新型合作医疗，帮助其孩子享受到了高
中国家助学金和教育扶贫政策，减轻了
家庭负担。

赵晓伟自强不息，战胜病魔，勤劳
脱贫的事例在当地已被广为流传。“等
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他说，只有用
勤劳的双手，才能叩开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幸福之门。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本报通辽5月11日电 （见习记

者 薛一群）入校测量体温，上交居
家观察身体状况监测表，食堂错峰
就餐……5月8日，通辽市第五中学高
二学生程子墨回到了久违的校园，开
始了新学期学习。程子墨说：“上周学
校组织我们进行了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和知识培训，各项防疫措施也很细致，
我们很放心。新学期我将全力以赴，
找到自己最好的学习状态。”

该校德育处主任乌云达来介绍：
“学校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制
定了‘晨午晚检’等防控制度、应急预
案和分学段、分时段错峰上学、放学、
就餐方案，做好了体温计、口罩、洗手
液、手套、酒精、消毒液等防控物资储
备，并在每个班级都设置了信息员、消
毒员和通风员，细化责任分工，确保每

个环节、每项工作责任到人，保障广大
师生身心健康。”为了做好线下教学与
居家线上学习的衔接，该校将通过测
评考试的方式，对线上教学效果进行
评估，针对出现的问题查漏补缺、巩固
不足，并结合前期教学计划、学生及家
长的调研问卷，详细制定现阶段教学
计划，确保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
展。

据了解，截至目前，通辽市374所
学校初高中一、二年级，中等职业学校
和小学高年级（四、五、六年级）共计20
多万名学生全面复课。通辽市教育部
门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和教学实际，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责任体系，对学校复
学开课前后疫情防控、校园安全管理
工作进行了专项部署，要求各旗县市
区在坚持属地管理、联防联动、精准有
序、确保安全的原则上，认真组织检查
评估所辖学校开学复课准备工作，要
求各校对全体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
出行情况等进行全面排查，通过健康、
旅居档案和“健康码”等综合研判是否
符合返岗复学标准，扎实推进全市中
小学校开学复课工作开展。通过新媒
体、微信、网络课程等形式，向家长、学
生持续进行防控疫情知识宣传教育，
确保学生上学、放学交通防护到位。

通辽市20多万名学生开学复课

本报乌海 5 月 11 日电 （记者
郝飚）“这是咱们王元地村面粉的权
威检测报告，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含量
远高于市场上的面粉，口感、营养有
保障，欢迎大家选购。”“我们的普罗
旺斯西红柿和黄瓜在种植时不使用
农药，用大蒜和辣椒水去除病害，是
真正的绿色农产品。”5月 8日下午，
在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
村，面对直播镜头，王元地村驻村第
一书记孔威和团结新村驻村第一书
记杨明轩抛开羞涩紧张，使出浑身解
数，向网友卖力介绍“自村”的特色农
副产品。

当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
开展的“爱上内蒙古”内蒙古品牌宣介
暨百名嘎查达、村长直播带货活动，通
过抖音、快手等线上平台，在全区各地
统一开启“助农直播卖卖卖”模式。

“产品感觉不错，价格怎么样？”
“我也想吃，我也想买。”“为主播点

赞！”直播屏幕上，各地的网友纷纷留
言点赞，表达购买意愿。

直播现场，第一书记们在价格上
也释放了足够的诚意。混糖饼 20个
一盒，原价 80元，现价只要 60元；普
罗旺斯西红柿售价 8元一斤，直播价
只要6元一斤，而且买5斤还送3斤的
黄瓜。

物美价格实惠的农副产品让网友
纷纷开启“买买买”的模式，1小时的直
播共售出果蔬 628 斤、面食点心 166
盒，共计销售金额12560元。

“直播带货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
产品，销量高了，年底就能给贫困户更
多分红，让大家都得到实惠。”孔威
说。王元地村此次直播销售的混糖
饼、麻花、麻叶是该村集体经济鸿兴
田地种养殖合作社的王牌产品。近
年来，搭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快车，
王元地村大力发展小麦种植和面粉
加工业，打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王

元地”牌面粉、面食品，并通过企业经
营、利润分红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
杨明轩告诉记者，带货产品不少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辛勤劳作的成果，希望
市民网友线上线下多多购买，促动贫
困户增强内生动力，带动乡村经济发
展。

当日，乌海三区各村镇积极响应
活动号召，纷纷开展了带货直播。在
海南区赛汗乌素村阳光田宇葡萄酒庄
和乌达区乌兰淖尔镇，“阳光田宇”蓝
海系列干红自然葡萄酒、吉奥尼经典
乌海干红葡萄酒、鲜食葡萄、美早大樱
桃、乌兰乡小吊瓜等名优产品，被带货
主播隆重推荐。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们与网络主播搭档，重点讲
述农副产品生产过程、口感特色及乡
村旅游发展等内容，以“优惠价”“免费
送”“现场连线看产地”等方式吸引网
友下单，进一步拉动消费扶贫，带火乡
村经济。

乌海：驻村书记变身带货主播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复课进行时

文明实践在行动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5月
1日已经开始实施了，农民工要关注工
资支付相关事宜，咱们用人单位也要积
极承担起社会责任，诚信守法、规范用
工……”5月8日，在兴安盟碧桂园爱尚
豪园项目施工现场，科右前旗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长王晓峰和同事正在介绍刚
刚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并将宣传册发放到农民工们和用人单
位手中。

指着贴在墙上的告知书，兴安盟碧
桂园爱尚豪园项目经理张博说：“王队
长经常来我们这边督查和宣传政策。
在条例实施之前，就已经送来了告知书
和《致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让我们张
贴在显眼的地方，确保工地300多名工
人都看得见。”

自打五一假期结束，王晓峰每天都
在各个工地和企业转悠，一边执法监
督，一边宣传各种法律法规。“近几年工
业园区不少大中型企业迁入落户，我们
定期开展维护职工劳动保障合法权益
走访活动，倾听劳动人员和用工单位的
诉求，全力帮助企业规范用工行为，将
劳动纠纷化解在一线、消灭在萌芽状

态。”在王晓峰看来，作为一名劳动保障
监察执法人员，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民工的贴心人”这是挂在王晓
峰办公室里的一面锦旗。在这间屋子
里，大大小小15面锦旗，每一面都是劳
动者拿到工资后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送来的真诚感谢。

“太感谢王队了，如果不是他，我估
计就拿不到这一万多块钱了。”家住突
泉县杜尔基镇的董竹慧曾在一家饭店
打工，在她辞职后，店主却一直拖欠着3
个月工资。眼看快过年了，着急的董竹
慧来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投诉。

“王队替我上门协调了好多次，给老板
讲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总算帮我
解决了这个纠纷。”

2018年年底，王晓峰接到7名农民
工的投诉，由于包工头携款潜逃，他们
拿不到20万元工资回家过年。经过详
细了解，王晓峰得知该工程在2015年
就已完成，超出了劳动保障监察受理时
效，间隔时间较长，难以取证。

然而看着衣着单薄、冻得瑟瑟发抖
的农民工，王晓峰真切的体会到大家焦
急忧虑的心情，他深知作为“劳监人”的
使命，就是要替农民工兄弟撑腰。

为此，他一边耐心稳定农民工情

绪，一边迅速寻找欠薪企业负责人，展
开催讨工作。由于项目已完工多年，无
法联系当年的开发商和建设单位，多次
电话沟通无果后，王晓峰决定将此情况
上报，通过动用政府应急周转金为农民
工堑付工资，并在公安机关报案对包工
头进行抓捕。

“像这样的集体讨薪案件一年下来
就有90多起，特别是到了元旦、春节期
间，案件更呈爆发趋势增长，这个时候
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也是压力最大
的时候，有时候给农民工发完工资都快
晚上12点了。”科右前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志国说，2019年，科
右前旗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共查处工资
投诉41余件，涉及劳动者639人，金额
1150余万元。

让王晓峰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到劳
动保障监察工作岗位上2年多的时间里，
由于管理日渐规范，前来讨薪的人员一年
比一年少，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虽然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
况在变少，但只要还有一起劳动纠纷，
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站出来，让劳动者安
心。”王晓峰说，在今后的工作中，他要
继续做到坚持原则、敢于执法，切实为
农民工谋利益，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
出一份贡献。

王晓峰：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