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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6 日电 （记者 皇
甫美鲜 见习记者 郭羽）6 月 6 日上
午，快手智能云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项目
签约仪式在北京快手总部举行。该项
目宣布落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投资达
百亿元，预计明年投入使用。这是快手
第一个自建超大规模互联网数据中心。

据悉，2020 年初，快手日活超过 3
亿 后 ，数 据 处 理 需 求 正 以 每 日 超 过
10PB 的速度高速增长。快手智能云
乌兰察布数据中心将以 30 万台服务
器、60EB 存储容量的规模，支撑快手
未来几年的存储需求，存储量相当于
300 万个国家图书馆。

快手科技创始人兼 CEO 宿华在
签约仪式上表示，项目启动后，快手技
术团队将择机对创新技术进行开源，

秉持开放的心态助力“新基建”发展，
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为更好地支撑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发展，快手
将持续深度研发创新架构的服务器硬
件，构建全新的超大规模 CLOS 数据
中心网络架构，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智能化的系统运营能力。乌兰察
布大数据项目还将大量采用国产芯
片，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

据了解，快手智能云乌兰察布数
据中心占地约 500 亩，可容纳 30 万台
服务器，第一批 IT 设备预计 2021 年底
上线。该项目将支撑快手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平台，为快手的长
期发展提供充裕的资源保障。此外，
快手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在项
目设计上采用众多绿色技术。

快手投资百亿
在乌兰察布建数据中心

本报巴彦淖尔 6 月 6 日电 （记
者 韩 继 旺）中 核 龙 腾 乌 拉 特 中 旗
100MW 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导热系统
近日开始注油。导热油是用来把太阳
能镜场中聚集的热量传递给汽轮发电
机组的重要传热介质。据现场项目部
负责人介绍，整个加注过程需加注导
热油 7500 吨，用时两到三个星期，这
也标志着导热油系统安装结束，正式
进入调试和试运行阶段。

乌拉特中旗 100MW 槽式光热发
电项目于 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总投
资约 34 亿元，是国家能源局首批 20 个
示范项目之一，也是国内装机最大、储
热规模最大的槽式光热发电站。项目
投产后，年发电量约 3.6 亿度，相比于
风电和光伏的间歇式发电，可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稳定发电。相对于火电，
每年可节约近 12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 20 万吨。

巴彦淖尔市风光资源富集，风能
总储量约 1 亿千瓦，可开发利用风电

规模在 9000 万千瓦左右，风电年等效
利用小时数达 3000 小时以上，而且稳
定性好、没有破坏性风速，是全国风能
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太阳能年平
均可利用小时数约 3500 小时，最高地
区可达 4000 小时。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依托丰富的
风能、光能、生物质能资源，编制了《巴
彦淖尔市清洁能源基地规划》，规划布
局风电、光伏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
源产业，先后引进了国电、华电、中电
投、中广核等 60 多家企业，做好现代
能源经济这篇大文章。

2019 年，杭龙3万千瓦生物质热电
建成投产，14.47 万千瓦国家补贴光伏

项目开工建设，巴彦淖尔全市清洁能源
装机规模达到 495 万千瓦，其中风电
378万千瓦、光伏发电111万千瓦，生物
质能和水电各 3 万千瓦，清洁能源占全
市电力总装机规模比重达70%。

今年，巴彦淖尔市持续发力推进
绿色新能源产业，积极争取千万千瓦
级国家新能源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外送
基地项目，启动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
通道配套 160 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
加快建设大漠 5 万千瓦风电、远景风
机装备制造、威锦轩 50 兆瓦渔牧光一
体化光伏发电等新项目。完善乌拉特
后旗“源网荷储”试点项目前期工作，
推进中船重工建设清洁能源“双创”基

地，持续深化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合
作，推广光伏治沙、农光互补、林光互
补、牧光互补等发展模式，推进以农林
废弃物、垃圾粪污综合利用为主的生
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天然气项目建
设。探索发展制氢储能、加氢应用等
氢能产业，加快建设风、光、火、储多能
互补，生产、生活、外送多元消纳，新能
源、新材料、大数据多业发展的现代能
源经济体系，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
进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劲“绿色引擎”。

6 月 4 日，投资 2.5 亿元的欣颜风
电总装厂项目在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
发区开工。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年产
风机 200 至 300 台套，实现产值 30 亿
元。据开发区招商局负责人介绍，风
电装备制造业是开发区培育的重点产
业之一，目前新能源产业园中已有四
华风电、远景能源、欣颜风电相继落
户，逐步集聚风机叶片、塔架、法兰等
设备项目，形成一整条风光产业链，积
极打造西部最大的风光电产业集群。

巴彦淖尔市持续发力布局绿色新能源产业
清洁能源占电力总装机规模比重达 70%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勇

6 月 5 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乌
兰巴图村俊祥农业种植基地，记者看
到农产品在包装时会贴一张“福地玉
泉田园优品”的产品质量追溯标签。
基地负责人赵俊祥介绍，“扫一扫二维
码，就能知道农产品销售企业的基本
信息，产品品种、农药使用情况和成熟
日期等，相关情况一目了然。”

这个“二维码”背后是农产品“从

田间到餐桌”的追溯体系，是务农者
“从小农户到大主体”的信用体系。

今年以来，玉泉区紧紧围绕质量
兴农、科技助农核心理念，提出了利用

“互联网+质量监管”的创新思维，打造
融物联网、质量安全追溯、大数据、供
应链金融、农牧产品全场景销售等多
维度的综合性互联监管与服务平台。

在玉泉区农牧和科技局一楼大厅
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大数据平台显
示大屏上，记者看到，该区行业分布情
况、行业概况数据、投入品采购情况、投

入品使用情况、实时销售情况、三品一表
产品销售分布、农牧业物联网采集情况、
地理信息系统精准查询等信息。

玉泉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大
数据平台，是由玉泉区农牧和科技局
联合内蒙古鑫野助农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合作研发，依靠追溯信息链条
完整性管理为重点的农畜产品质量监
管与产品追溯体系。主要包含：农业
生产溯源系统、加工运输溯源系统 、
公众查询平台、政府监管系统、在线交
易、网上办理、测土配肥、农资团购、技

术指导、农业物联等 10 个子系统。
玉泉区农牧和科技局办公室主任

刘宾介绍，平台于 2019 年 12 月开始
项目研发，目前已完成需求调研、平台
功能研发、平台功能测试、终端适配、
企业电商签约及生产数据接入等工
作。接入监管企业 70 家，监管种养
殖面积 15174 亩，农畜产品主动粘贴
追溯标签销售记录 1578 条。下一步，
将进一步完善测土配肥、生猪屠宰、农
畜投入品监管、在线办理、供应链金融
等方面的建设和业务功能。

呼和浩特玉泉区打造“互联网+质量监管”平台
农产品质量追溯二维码一扫全明了

□本报记者 白江宏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鼓舞着草原儿
女为了美好生活而自强不息、不懈奋
斗。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用蒙古马
精神勉励我区干部群众，对内蒙古提出
了殷切期望。5 月 22 日，总书记在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再次提出要大力弘扬蒙古马
精神。在当前形势下，深刻理解蒙古马
精神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内蒙古
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春林。

记者：蒙古马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李春林：“蒙古马精神”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4 年 1 月考察内蒙古时提出

来的。当时正值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总
书记勉励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蒙古马虽
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生
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干事
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
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是总书记第一
次提出弘扬蒙古马精神。此后，总书记
在 2018 年 3 月 5 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和在
2019 年 7 月 15 至 16 日考察内蒙古的
重要讲话中，都提到了弘扬蒙古马精
神。今年两会上，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弘
扬蒙古马精神的殷切希望，使我们倍感
亲切、深受鼓舞！

蒙古马有耐力能负重、有韧性能吃
苦、有勇气能历险，是草原之骄子，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光辉具象！蒙古马

精神是一种驰而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
勇往直前的开拓创新精神和敢于胜利
善于胜利的拼搏进取精神。它是在草
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一种伟大的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一精神承载着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深
情厚爱和殷切希望，也承载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不可阻挡的磅礴力量！走进
新时代、迈上新征程，迎接新挑战、奔向
新目标，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要大力发
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
罢休”的蒙古马精神，以一马当先的勇
气和万马奔腾的气势去迎接挑战、开创
新局、走向胜利！

记者：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习近
平总书记再提弘扬蒙古马精神，有何深
意？

李春林：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影响，给世界经济
造成了严重冲击，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艰巨繁重，做
好全年工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正
是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提
出弘扬蒙古马精神。应当说，这是非
常具有深意的。疫情发生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
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大
无畏的勇气和担当，不怕困难、不惧艰
险，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果断的
措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
果。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
民族的精神力量。 ■下转第 2 版

以蒙古马精神迎接挑战开创新局
——访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春林

本报兴安 6 月 6 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李洋）这几
天，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双兴村的杨
庆富格外高兴，因为他养殖的黄牛又
有两头快下牛犊了，之前的产下牛犊
卖了一部分，带来了 3 万多元的收入，
一头牛净赚了 8000 多元。

现年68岁的杨庆富和老伴在2015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年岁
已高，劳动能力下降，老两口日子过得特
别艰难。2017年 9月，老杨在驻村帮扶
工作队的帮扶引导下，贷款 4 万元购进
了3头能繁母牛，经过一年的精心喂养，
老杨凭借着3头牛实现了稳稳的脱贫。

近年来，突泉县实施“扶贫扶产
业·牧业再造突泉”工程，做足资金扶
持、养殖技术、风险防控三个方面的保
障，组建牛产业化联合体，不断发展壮
大牛产业，让牛产业驶上“高速路”的
同时，也让 4000 名贫困群众拔穷根摘
穷帽，使牛产业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支柱产业。眼下，突泉县已相继建
成万头安格斯肉牛扩繁基地和万头奶
牛养殖基地，全县牛存栏突破 8.8 万
头，连续两年增速在 50%以上。

为加快推进牛产业发展壮大，突泉
县推出“政府+银行+担保”贷款扶持模
式，对于想要发展牛养殖业的农户，提供
3-5年上不封顶的低息贷款，破解了农
户因缺少抵押物导致“贷款难、融资难”
问题。截至目前，累计为 19000余户农
户投放低息贷款9.9839亿元。

养殖业发展，技术是保障。突泉县
政府主导成立畜牧 120 服务中心，聘用
牲畜改良技术员 31 人、诊疗技术员 20
人，为全县养殖户提供家畜疫病预防、诊

疗、改良及技术指导服务，同时争取100
万资金用于购买优质肉牛冻精免费提供
给农户用于良种繁育。截至目前，全县
累计改良大牲畜 10770头；畜牧 120服
务中心自运营以来出诊 13000多人次，
诊疗家畜9167头（只）。

在风险防控上重点保障，将全县大
牲畜保险交给有国家政策保险补贴的安
华保险公司，进行统一运营，肉奶牛兼
用，每头牛只需投保 100 元即可享受
10000元保额。截至目前，全县大牲畜
参保率已经达到 70%以上，有效规避了
因自然灾害及疾病带来的风险。

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牛产业化联合体，为农户提供充足的
资金、技术、防疫和销路保障，促进牛
产业规模化养殖。2019 年，突泉县政
府联合内蒙古绿丰泉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和突泉县天兴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发
起组建突泉县牛产业化联合体。截至
目前，联合体现有成员单位企业 2 家，
合作社 61 家、养殖户 379 家。

为了减轻农户养殖风险，牛产业
联合体推出了放母收犊、合作养殖、寄
牛分红和自繁自购、户养企育等五种联
合养殖经营模式，在龙头企业、合作社
和农户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利益关系，成
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水泉镇德泉村贫困户张宝文之前考
虑到风险原因，一直纠结徘徊，在得知有

“户养企育”这种养殖模式后，立即报了
名。“‘户养企育’这个养殖模式特别好，
稳赚不赔，牛有病了企业立刻就来治，治
不好企业就收回去了。企业提供牛，我
只负责养，企业还保底回收，对养牛致富
的信心越来越足了。”张宝文说。

突泉县：牛产业带领贫困群众
稳稳脱贫

6 月 6 日，游客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南山公园徜徉花海。当日，“郊游胜境 花
海和林”和林格尔县芍药文化旅游活动月正式拉开帷幕，景区内 600 亩娇美馨香
的芍药花，明艳芳菲，百里飘香，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据悉，在为期 20 天的
芍药文化旅游节期间，和林格尔县还将推出特产网络直播季、“花舞人生”广场舞
展示、第二届和林格尔县乌兰牧骑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领略芍药文化
神韵的同时，享受一系列文化旅游休闲盛宴。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徜徉花海

6 月 6 日，长跑爱好者在半程马拉松
比赛中出发。当日，“内蒙古云端全民健
身大会”在呼和浩特拉开帷幕，活动首日
进行了半程马拉松和骑行两个项目，吸
引了 200 余名健身爱好者现场参与。本
次活动将持续到 6 月 10 日，期间将通过
网络平台直播、上传运动数据、录制运动
视频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吸引群
众积极参与健身活动。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云端”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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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