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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 6 月 28 日电 （记者 徐永
升 实习生 李震宇）高亚辉是敖汉旗新惠
镇扎赛营子村东一组的贫困户，这几年他种
植的大金苗谷子全部卖给了惠隆杂粮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与赤峰野农优
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将“孟克河”小米
进行整体包装和宣传折页设计，制作了商品
购买专属二维码，并上架至“赤峰购精彩”精
准扶贫专区，让小米远销到上海、广东等地
区。通过“电商+合作社+贫困户”模式，高亚
辉种植的 30 多亩大金苗谷子每年额外增收
6000 多元，这也让他顺利脱贫。

在电商扶贫中，赤峰市因地制宜、因户
施策，把网店开在有意向的贫困户家中。帮
助贫困户开办网店、销售农产品。结合各电

商示范县域内的重点企业，电商服务中心个
性化制定网络营销计划，通过与当地电商、
网络经纪人、专业协会开展贫困户网店“一
对 一 ”对 接 ，帮 助 贫 困 户 提 高 网 店 运 营 效
益。截至今年 4 月，全市共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9 个、苏木乡
镇电商中心 43 个、村级电商服务网点 1057
个；其中贫困村建设村级服务站 225 个，占建
设村级电商服务站的 22%。

今年 5 月，赤峰市 12 个旗县区的 14 名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媒体助力下，
把各地特色农畜产品作为重点宣介对象，通
过快手及抖音平台开启直播带货活动。松
山区大庙镇副书记、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
会杰在快手直播间变身“带货萌婶”，2 个多

小时的直播时间内点击量达到 2 万+，点赞
量 3 万+，直播期间销售西红柿、荞麦米、瓜
子等 10 多种当地特产。昔日“藏在深山人未
识”的赤峰山货，一时间在网络上成了备受
网友青睐的“香饽饽”。除卖货外，赵会杰还
在直播中围绕小庙子村的民俗文化、特色产
业、绿色生态等与网友进行互动分享。

与此同时，巴林左旗朝阳营子村的笤帚、
克什克腾旗多若诺日嘎查的奶食品、敖汉旗丰
收村的小米等12个旗县区的特色农产品均在
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直播间”同步
开播。1 至 4 月，赤峰市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257.37亿元，在自治区占比11.51%，位列全区
第二位；实现网络零售额 26.4亿元，在自治区
占比9.29%，位列全区第三。

借助电商培训的优势，赤峰市 9 个电商
示范旗县区针对区域内的政府工作人员、种
养殖大户、退役军人、贫困家庭、农牧民等群
体开展电商培训。培育一批知名电商企业，
如利隆米业、太极天驴、大辽王府、文慧种植
专业合作社、鑫洋手编等。通过开展多种形
式的培训，不断夯实人才基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氛围日趋浓厚，引导年轻人返乡
创业，提升了农民对“互联网+”的认识，培育
了大批电商、网商主体，形成了浓厚的电子
商务发展氛围。

目前，在各示范旗县区培训农村牧区网
民 63376 人 次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2129 人次；带动就业 8160 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就业 1365 人。

网店开在贫困户家中 村支书变身“带货萌婶”

赤峰：电商扶贫让农产品走出深山

本 报 包 头 6 月 28 日 电 （记
者 格日勒图）为进一步激发职工
创造创新创优的活力，大力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
业风气，包钢（集团）公司开展的首
届“包钢工匠”推荐评选活动，经过
2 个多月的择优推荐和层层选拔，
近日对 20 名首届“包钢工匠”进行
了命名表彰。

包钢（集团）公司工会常务副主
席格日乐说：“为深入落实《包钢（集
团）公司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实施方案》，在公司内部培养选树
一批具有绝技绝活、技艺精湛、技能
高超的工匠人才，推动建设与企业生
产经营发展相适应的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包钢（集团）
公司于2020年启动‘包钢工匠’评选
活动。本次评选活动不唯年龄、学
历、身份、工作年限、职业技能等级、
职称等条件限制，坚持面向一线，注
重评选长期在一线生产、技术、操作
等岗位，在企业重点项目、重大建设、
重要革新中，发挥关键作用或做出突
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包钢工匠’的
评选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和工匠精神，助力包钢实现高质量发
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次获评“包钢工匠”的包钢金
属制造公司炼铁作业部炼铁作业区
炉前大班长曲云玉说：“获得首届

‘包钢工匠’荣誉称号，是我一辈子
的骄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
续传承和发扬‘蒙古马精神’，做包
钢精神的传播者，做科研攻关的带
头者，做技术技能的传授者，将自己
的全部智慧与力量奉献给包钢。”

据了解，“包钢工匠”评选活动
将每两年评选一次。获评的“包钢工
匠”每人享受 3 万元奖励（执行年薪
制除外），并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身
份转换、荣誉津贴、学习培训等待遇。

20名首届“包钢工匠”
获得命名表彰

本报通辽 6 月 28 日电 （见习
记者 薛一群）日前，通辽市 15 名
蒙医整骨诊疗技术和蒙医药古籍整
理传承人顺利结业出师。

近年来，通辽市为继承和发扬
老蒙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医疗经
验和特色诊疗技术与方法，巩固和
创新蒙医药特色优势，推动蒙医药
传承工作，面向社会公开遴选了一
批蒙医整骨诊疗技术和蒙医药古籍
整理传承人，由蒙医整骨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医大师包
金山和专家那木吉拉带队，采取师
承方式进行为期 3 年的教学培养，
并在结业出师仪式上为 15 名传承
人颁发了出师证书。

蒙医药具有“生、猛、简、廉、绿
色”的特点，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
和一些疑难病症方面，具有显著疗
效。据了解，随着老蒙中医专家经
验继承工作的持续展开，通辽市累
计有 23 名老蒙医中医被认定为自
治区级指导老师，45 名蒙中医骨干
选拔为继承人，全市拥有蒙医药专
业技术人才千余人。通辽市蒙医整
骨医院的蒙医整骨术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蒙医药形
成了较为严谨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
法，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传统验
方、经典方、秘方、协定方和科研方，
汇集了不同时代蒙医药发展的成就
和精华。今年，通辽市将以提升蒙
医整骨医院服务能力为工作重点，
将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通辽
市蒙医整骨医院、库伦旗蒙医医院
建设成为蒙医特色突出、具有引领
示范作用的蒙医名院。

通辽市
15名蒙医传承人出师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28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
近日，由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呼和浩特市科技创新
创业服务中心主办的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设施土壤抗连作障碍集成技术产业化应用培训会暨
现场观摩会在该市新城区塔利村举行，主要目的是普
及推广应用设施土壤抗连作障碍集成技术，解决当地
因连作严重引起的土壤环境恶化，导致设施瓜果蔬菜
作物产量和品质下降等问题。倡导种植户积极响应
国家“双减”重要政策，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促进
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据悉，设施土壤抗连作障碍集成技术主要包括设
施土壤消毒技术、设施土壤深耕技术、秸秆还田改良、
科学施肥减肥、以菌治菌技术、绿色防控减药等 10 项
核心技术。目前，已分别在呼和浩特新城区塔利村、
讨思浩村，赛罕区舍必崖村、罗家营村，清水河庄窝坪
村、蒙宏科技园区核心区示范推广应用，示范面积达
120 亩，辐射带动温室、大棚土壤处理面积 5000 亩以
上。如今，设施农业作为呼和浩特市农业的主导产业
之一，特别是新城区、赛罕区的草莓产业，清水河的小
香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呼和浩特市
土壤抗连作障碍技术
助推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巴彦淖尔 6 月 28 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
力格）近日，巴彦淖尔欣颜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风电总
装厂项目在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巴彦淖尔欣颜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是首欣集团在
巴彦淖尔市注册成立的企业，此次开工建设的风机总
装厂投资 2.5 亿元，占地面积 75.5 亩，建设周期约为一
年，预计明年 5 月可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年产
风机 200 至 300 台套，实现产值 30 亿元。

近年来，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为主线不动摇，不断优化投资发展环
境，全面提升服务企业承载项目的能力，形成了四大
产业体系、十大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格
局。 风电装备制造业是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培
育的重点产业之一。项目的实施，将为巴彦淖尔市智
能风电装备制造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为
巴彦淖尔绿色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巴彦淖尔市
投资 2.5 亿元的风机总装厂
开工建设

本报包头 6 月 28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近
日，包头市财政局争取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1791 万元，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项目、高新技
术企业科研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项目 1071 万元，重点
支持内蒙古奥园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设备及应用技术产业化项目、包头市山
川圣阳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红外低温电热清围板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精密医用雾化、湿化设备成果转换等 5 个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项目；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620 万元，
重点支持内蒙古丰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市天
之 和 磁 材 设 备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等 62 个 高 新 技 术 企
业，每个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10 万元；支持院士专家
工作站建设经费 100 万元，重点支持中国科学院包
头稀土研发中心的永磁伺服电机、内蒙古包钢医院
肝胆胰脾外科等 5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每个院士工
作站补助经费 20 万元。

包头市
1791万元资金推进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秀秀

扎赉特旗的“兴安盟大米”卖到了全国
各地；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巴彦敖包嘎
查村民依托旅游产业在家门口打工赚钱；科
右前旗红心村的水泥路已经通村入户⋯⋯
近年来，兴安盟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抢抓
机遇、乘势而上，综合实施好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农民收入水平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等举措，聚焦“美、绿、
活”，持之以恒地做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
农民，一场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正在兴安大
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聚焦农村更“美” 建设美丽乡村
以美为韵，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兴安盟

按照绿色发展、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全面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2019 年完成镇村绿化面积 5.5 万亩，村
庄绿化覆盖率达 30%；扎实推进农牧业生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79%，规模养殖场（企业）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达 96%；扎实开展“改变生活 从庭

院做起”专项行动，全盟实现“门前四包”的
嘎查村有 726 个。

以文为魂，传承发展乡风文明。兴安盟
扎实推进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千村示
范、万村行动”，统筹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
化服务、科技科普、健身体育“五大”服务平
台资源，大力开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十进村”活动。通过百姓点单、专业制单、
志愿送单、群众评单、政府买单“五单制”流
程，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明礼仪培训、乌兰
牧骑演出、农牧业技术讲解等丰富多彩的志
愿服务活动 5000 余次，组织进村宣传宣讲
2100 多场次，各类文艺演出 1000 余场。推
行“积分超市”制度，建立文明团结超市 202
个，将道德行为变积分、用积分换商品，今年
已发放商品折合 102 万元，农牧民群众追求
文明风尚的意识日益增强。

聚焦产业更“绿” 培育新型业态
兴安盟牢固树立绿色是农业本色的理

念，凸显全盟乡村自然资源优势，着力培育
发展本土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农村新型经
济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
一批农业新增长点，增强了绿色经济发展新
动能。

通过狠抓米产业“双百双千”工程、牛产

业“双百千亿”工程和全域旅游，带动全盟乡
村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兴安盟累计“三
品一标”获证企业达到 137 家，认证产品 297
个，绿色有机认证面积 152.85万亩。打造“兴
安盟牛肉”“兴安盟羊肉”“兴安盟小米”“突泉
县溪柳大蒜”国家地标品牌，其中“兴安盟大
米”被授予“中国十大好吃米饭”的称号，成为
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唯一指定用米。

聚焦发展更“活” 推进农旅融合
农旅融合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大势所趋，

也是城市消费需求的热点所在。兴安盟坚
持创新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进一步释
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通过发展旅游，培
育生态游、乡村游、观光游、休闲游、农业体
验游等农旅融合产业，开发农业农村生态资
源和乡村民俗文化，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
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带动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农业升级。

兴安盟大力开发红色资源、蒙元文化、
生态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旅游景
区基础设施建设，打响兴安旅游品牌。目前
重点打造了义勒力特花乡小镇、西哲里木蒙
医药康养小镇、乌兰毛都草原旅游名镇、白
狼林俗小镇、好力保镇五道河子美丽休闲乡
村等特色村镇 80 个。

兴安盟兴安盟：：““美绿活美绿活””为乡村振兴增彩添色为乡村振兴增彩添色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摄影报道

记者从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海勃湾分局林业和草
原工作站获悉，近日，一条野生娃娃鱼罕见地出现在
乌海湖畔，经有关部门和市民合力救助，这条娃娃鱼
已被移送到鄂尔多斯海洋馆。

据介绍，6 月 15 日 18 时，乌海湖旅游公司运行部
经理冯志礼下班时，在乌海湖开元停船码头附近的鱼
笼里发现这条娃娃鱼，经仔细观察，这条娃娃鱼应该
是觅食误入鱼笼被困。当天晚上，冯志礼与市民将娃
娃鱼暂且安置在一渔民池塘中。第二天，乌海市自然
资源局海勃湾分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经仔细辨认
后，确认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这条娃娃
鱼长约 80 公分，重约 5 公斤，从体态上看，形态自然，
状态良好，无明显外伤。

娃娃鱼又叫大鲵，是国家珍稀野生动物，在全球
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堪称“水中大
熊猫”。其生活环境较为独特，常年生活在水质清
凉、水草茂盛、石缝和岩洞多的山间溪流、河流或湖
泊中。此次出现在乌海湖，可能源于汛期水位上涨、
地质或水情发生变化所致，也标志着区域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相恒义 刘宏章 红艳
乌兰图雅 摄影报道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关键阶段，阿拉善盟策克口岸建
立健全外防内控机制，在确保疫情防控的
同时，推出涉及保障口岸通关、提升服务水
平、涉外联络沟通、加大企业金融优惠力度
四方面“硬核”举措，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保
障口岸高效运行，外贸经济回稳向好。该
口岸从 3 月 28 日实施运煤试运行通关后，
截至 6 月 18 日累计进口煤炭 179.76 万吨。

据悉，策克口岸运煤通关后，坚持边试
运行、边完善、边推进，通过“两前两保一

优”措施，进一步简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
效率；开辟专门报关手续受理窗口，在出入
境卡口前端配备红外线热成像体温检测设
备、搭建临时隔离场所、安装在线监控等设
备，实时监督运煤车辆在境内的行驶线路，
确保运煤车辆快验快放，当日返回；加大与
海关、边检、企业的沟通协调，简化通关流
程，优化配置运输车辆，不断提高通关过货
量，全力推进煤炭进口。

截至 6 月 18 日，策克口岸疫情防控保
持了“零输入、零传播、零感染”，通关效率显
著提升，开展进口煤炭业务的企业有 52家，
运行车辆由最初的 200辆增至 668辆，通关
车辆已由试运行当天的 35辆增加到目前的
551辆，平均每天进口煤炭2.68万吨。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核对入境车辆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核对入境车辆、、人员信息人员信息。。

策克口岸策克口岸：：““硬核硬核””举措提速通关效率举措提速通关效率

日益繁荣的策克口岸日益繁荣的策克口岸。。

运煤车辆等待入境运煤车辆等待入境。。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对入境车辆进行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对入境车辆进行检查。。

口岸工作人员核对司机信息口岸工作人员核对司机信息。。

野生娃娃鱼
罕现乌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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