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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区
道德模范基层宣讲让群众学有榜样

本报乌海11月26日电 日前，乌
海市海南区组织2020年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在拉僧仲街道办事处新桥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进行基层宣讲活
动。近年来，为了发挥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的示范带动作用，海南区制定
了《道德模范礼遇办法》，以道德模范为
引领，树立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价值
导向；并以道德讲堂、市民学校、小区好
人榜等阵地为依托，以文艺作品、文艺
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讴歌本
地道德模范或身边好人，推动全社会形
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良
好道德风尚。 （融媒体记者 郝飚）

包头稀土高新区
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喜人

本报包头11月26日电 前三季
度，包头稀土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9.38亿元，同比增长2.8%；101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较上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0.3%。稀
土、铝铜、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68家
企业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总
量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74.3%；主要稀土产品产量平均增长
25%；4家规模以上风电企业实现工业
产值22.8亿元，同比增长39%，占全部
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的27.6%；饲料产业
实现产值3.8亿元，同比增长19.5%；售
电量同比增长21.38%，增幅位列包头
市五区第一；87家非公有制企业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6%，总量占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8.2%。

（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包头稀
土高新区新闻中心 贾婷婷）

锡林浩特市
牲畜出栏接近尾声

本报锡林郭勒11月26日电 今
年的牲畜出栏季，锡林浩特市积极引导
牧民科学放牧、算账养畜，在提高牧民
市场意识的同时，进一步协调相关部门
加强对加工企业的服务和监督，为牧民
畅通屠宰、加工、销售等各项环节，确保
全市秋季牲畜出栏销售及时有序。截
至目前，该市已出栏牲畜70.3万头只，
其中活畜交易43.2万头只，加工企业屠
宰27.1万头只。此外，今年羊价同往年
同期相比略有增长，羔羊白条每斤36.5
元，大羊白条每斤31至31.5元，肉羊活
畜收购价格每斤13至16元。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
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娜荷芽 萨其日）

鄂托克前旗
完善执法机制保障游客权益

本报鄂尔多斯11月26日电 近
年来，鄂托克前旗以全域旅游为契机，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倾力打
造“红色旅游城市”品牌。为保障红色
旅游安全和谐发展目标，该旗公安局
旅游警察部门充分发挥职能职责，凝
聚各方合力，进一步完善符合旅游市
场特点的联合执法机制，完善涉旅各
监管单位定期联席会制度，逐步完善
旅游旺季“驻点式”联合执法、涉旅案
事件先期处置与移交反馈、涉旅案事
件快速反应等机制，共同维护文化旅
游市场环境，为该旗红色旅游文化产
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薛佳斌）

巴林左旗
“草原学习轻骑兵”在基层宣传禁毒

本报赤峰11月 26日电 近日，
巴林左旗公安局“草原学习轻骑兵”小
分队深入社区开展禁毒宣讲活动。民
警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册和现场讲解
的方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毒
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及防范毒品的方
法，叮嘱居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自
我防范，若发现吸毒或者非法种植罂粟
等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活动现
场，民警还向居民发放了印有禁毒知识
的扑克牌，这种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受
到了广大居民的欢迎。接下来，巴林左
旗公安局“草原学习轻骑兵”小分队将
继续加大禁毒宣传，通过丰富多样的宣
传方式，提高群众参与禁毒的意识和抵
御毒品的能力。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王义晶）

●近日，镶黄旗投资1000万元新
建的集农畜产品、水果蔬菜为一体的
新宝拉格农贸市场正式投入使用。
该市场占地面积9917平方米，建筑面
积为2700平方米，配套建设给排水、
供热管网、电力、照明、通风、消防、监
控等设施。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 巴乌日
汉 新吉）

●近日，乌海市海勃湾区总工会
举办了“双十一”慰问“快递小哥”活
动，通过发放慰问品让辛苦忙碌在物
流工作一线的员工感受到浓浓的温
暖。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为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近日，化德县将835.88万元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全部通过“一卡通”
发放，确保惠民惠农资金及时、足额
发放到位，真正使农户享受到国家政
策的实惠。 （吉峰）

●在这个冬日里，阿荣旗为残疾
人送上了一件暖心的实惠好事，自11
月 1日起，该旗持证残疾人可免费乘
坐新牡丹公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
那吉镇内运营的1至 4路公交车辆，
让他们在出行时刻感觉到爱与关
怀。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 王建庭 李刚）

●近日，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召开
领导干部大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该镇把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
要的政治任务，努力学懂弄通，积
极贯彻落实。各嘎查村（社区）依托

“学习讲堂”“主题党日”等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全会的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日前，赤峰市红山区文化传媒
党建联合体在内蒙古赤都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正式挂牌成
立。联合体汇聚包括文化、旅游、会
展、传媒、书画、收藏等行业在内的9
家成员单位，成为中心城区以党建聚
合力、以联合助发展、以共建促共创
的又一新亮点。

（赤峰日报融媒体中心 孟祥迪）

●近日，苏尼特左旗举办2020年
度贫困群众实用技能培训班，来自各
嘎查的第一书记和贫困户共计200余
人参加培训。近年来，该旗充分依托

“新型职业牧民培训学校”，全面加强
贫困人口“智志双扶”培训，每年培训
贫困人口300人以上。

（苏尼特左旗融媒体中心 王杰
明 王婷婷）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扫黄打
非”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乌达区相关
成员单位，针对全区各类文化场所，
集中开展为期1个月的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持续营造经营资质合法、经
营产品合规、经营内容健康、经营秩
序井然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自 8月 11日四子王旗看守所
启动教育整顿训练学习以来，全体民
警、辅警坚持早晨开展队列训练，下
午开展政治学习活动；上夜班的巡控
民警通宵巡视，早晨下岗后坚持晨
训，教育整顿与工作两不误。

（陈秀春）

●连日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双
井子村积极发展冬季蔬菜培育生产，
使冬季蔬菜种植成为村民增收的渠
道。今年冬季该村8座日光温室全部
种上蔬菜，芹菜、黄瓜、西红柿、豆角、
尖椒等各类青菜应有尽有。冬季蔬菜
的种植，不仅确保冬季日光温室得到
充分利用，为建档立卡户提供就业机
会，也将进一步提高村民集体收入。

（多伦县融媒体中心 李明涛
孙志猛）

●在近日举办的首届内蒙古民
族民间舞蹈大赛中，杭锦旗乌兰牧骑
选送的原创女群舞《萨拉沁》，从近百
部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表演银
奖、创作银奖。此群舞展现了热情奔
放、淳朴善良的草原儿女用勤劳的双
手制作出最醇香的奶食，献给伟大的
祖国和人民，以此表达对新时代美好
生活的礼赞。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闫鹏飞
阿拉腾甘德日）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包头稀土高新区新闻中心 李宝乐

“黑柳子”甜瓜座果率提升了
60%，产量翻番，3亩地增产3万元；
玻璃涂上稀土涂层能保温，达到“冬
暖夏凉”的效果……

随着稀土元素进入寻常百姓
家，科技创新正在刷新着人们对“稀
土元素”的印象，稀土应用新技术也
不断催生着新业态。

走进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2号基地人工气候试验室，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拉着遮光帘的植物
培养架。“这个实验室所有光源都是
人工光源，我们在纯人工光源下进
行试验，用来观察不同植物在各种
光源下的生长状况。”农学博士张彤
说。

她用普通番茄举了个例子：如
果1天保证14个小时的光照，普通
番茄在40到50天就可以开花。经

过人工补光的番茄与未补光的番茄
相比，花期提前，果期也会提前。补
光的番茄在90天就能上市销售，比
没有补光的番茄至少提前 30 天。
她说：“这就是农业科学结合稀土元
素的神奇表现。”

目前，稀土补光灯不只应用在
番茄上，在甜瓜、草莓、马铃薯上都
有应用，为北方地区经营冬季大棚
蔬菜的农户带来了福音。

包头中科瑞丰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秦新苗介绍说：“目前，我们在
包头市固阳县、东河区及赤峰市等
地的农作物上运用了稀土补光灯，
市场还在不断扩大，稀土科技的作
用非常明显。”。

对此，包头中科陶瓷有限公司
的梁磊深有同感，她说：“稀土釉中
加入具有独家专利的稀土改性抗菌
成分，使陶瓷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大多数细菌病毒具有广谱
抗菌性。目前，公司已研制出稀土
抗菌日用陶瓷、抗菌紫砂壶、稀土氧

化锆刀具等多款产品，并已销往江
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深受消费
者青睐。”

此外，包头制造的国内首台磁
共振诊疗车体积小、重量轻、耐颠
簸，搭载了远程急救监护系统，实现
了对救护患者24小时的观察监护
和远程指导，可广泛运用于基层诊
疗、应急保障、抢险救灾等领域。而
复合式室温磁制冷机已实现一体
化，可以搭载大于100升的制冷空
间，最大制冷温差26℃，冷端最低温
度可达-6.5℃，磁制冷机制冷功率
的计算值为1000瓦，该成果已达国
际先进水平。

随着投资 5 亿元的奥瑞特永
磁、投资3.5亿元的品高磁业等项目
投产达效。在年均实施30个以上
稀土重点项目带动下，永磁、储氢、
抛光、催化等功能材料产业链不断
延伸。在航天航空、磁制冷、储氢电
池、节能环保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应用产

品，填补了粘接磁体、稀土颜料、稀
土发光等空白。稀土新材料产量连
续保持20%以上增速，稀土永磁、储
氢、抛光3大新材料产能分别达到5
万吨、1万吨、1.7万吨，均位居全国
前列。

完善的产业链条离不开硬科技
支撑，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已建成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上海交
大包头材料研究院等多家稀土应用
研究机构，建成稀土类企业研发中
心30家、稀土类重点实验室4家，全
面提升了稀土产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驻区80%以上的稀土企业建立
了自动控制、在线监控及数据实时
传递系统，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一
致性显著提升。

近几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通
过实施“雏鹰计划”，吸引了一批优
秀青年科技人才前来开展科技创新
工作。随着一项项科技新成果的诞
生，催生出一个个新业态，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业态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11月初，杭锦后旗蛮会镇和丰
村30万只蛋鸡自动化养殖扶贫产
业园启动运营，首批11万只海兰褐
蛋鸡陆续“入住”智能化鸡舍，即将
进入产蛋期。这个由内蒙古金百富
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金亮回乡投
资的致富项目，为村民们稳定增收
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外出
打拼多年，回报家乡，助力家乡父老
乡亲致富，是我应该做的。我的愿
景就是‘走进金百富，人人能致
富’。”许金亮说，明年将在深加工上
做文章，延伸产业链，打造自己的品
牌，把鸡蛋做成卤蛋，把“到龄”淘汰
鸡做成熏鸡、烧鸡等产品，销售到全
国市场。此外，还将建鸡苗孵化厂，

把贫困户的增收致富紧紧吸附在养
鸡产业链上。公司还将每年给村集
体10万元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每年免费为贫困户提供20只鸡
苗，给予技术指导，并按市场价回收
成品鸡和蛋。

蛮会镇党委书记邢洪圣介绍
说：“镇里近年来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通过上门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
式，引导大批走出去、富起来、品行
好的乡贤能人为家乡发展献计出
力，他们陆续把先进理念、技术及资
金带回乡村，投资兴业回报家乡，带
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截至目前，蛮会镇共吸引乡贤
能人返乡创业项目12个，包括投资
2000万元的金百富蛋鸡项目，投资
2500万元的中飞睿兴有限公司汽
车文化主题公园、养老院、活畜交易
项目，投资1000万元的泰莱斯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籽类炒货项目，投资
2500万元的海龙马产业园项目，投
资600万元的圣佑民安家庭农场万
头猪场项目，投资400万元的西瓦
窑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羊养殖项目，
投资300万元的兴农农牧专业合作
社面粉加工项目，投资1200万元的
双得利肉业有限公司肉羊屠宰等一
大批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富民项目，
吸引就近打工人数200多人，年务
工收入达700万元。

目前，这批特色产业项目也为
全镇产业扶贫提供了助力。和丰村
泰莱斯炒货厂每年年初给贫困户提
供资金、种子、化肥和农药，年底每
斤高于市场价0.1元收购农副产品，
同时雇佣40名贫困户劳动力到企
业打工，每人增收 2 万元；华西村

“胡桐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与26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合作关系，为

他们代养208只扶贫羊，从2017年
开始每年给予每户3200元分红，第
5年一次性返还26户贫困户每户8
只羊羔，切实帮助贫困户增收。这
些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扶贫，让全
镇132名贫困户受益。

“来蛮会，逛庙会，骑洋马，看葵
花，观胡杨，品甜瓜，金百富鸡蛋吃
得香，开怀畅饮河套王，旅游带动百
业旺，投资兴业铸辉煌……”当地村
民自编的顺口溜道出了产业发展新
变化。如今，蛮会镇“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逐渐成型；海龙现代竞技马
产业园区成为全镇金字招牌，乡村
旅游蒸蒸日上，形成万亩葵园核心
区——宝莲寺——赛马场 ——民
生新村 ——胡杨林的“蛮会一日
游”旅游路线，这些新兴特色产业蓬
勃兴起，为增加农民收入、助力精准
脱贫、促进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蛮会镇：外出能人回报家乡 投资兴业共奔小康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呼伦贝尔融媒体中心 胜利

日前，走进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
族乡布拉尔嘎查皮具制造扶贫车间，米格木尔和工
友在工作台前各司其职，选料、画图、裁剪、缝制、
压花，经过几道工序，一块聚酯压纹、美观大气的皮
具便呈现在眼前。

扶贫车间是鄂温克族自治旗从实际出发，采用
“政府＋企业＋贫困户”模式，探索出的一条帮助贫
困人口脱贫增收的新路径。

“在家门口就业，1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从
小就会的手艺活儿，现在能赚钱养家了！”团结嘎查
建档立卡贫困户吴晓彬参加了该旗就业局举办的
扶贫就业培训班后，留在兀傲皮具扶贫车间负责皮
具教学。

“车间建在家门口，挣钱不用往外走。”坐在轮
椅上的吴利勤笑着说。他和乔君在一个扶贫车间，
两人虽然腿有残疾，手却巧得很，制做的皮具都是
当地的抢手货。

“脱贫致富不是等、靠、要来的，要靠辛勤劳动
来实现。”苏志峰现任鄂温克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

团委书记，是扶贫创业带头人。他创立的兀傲皮具
有限公司扶贫车间，有6名残疾人和7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今年他培训的200多人中，有50多名贫困
户从事皮具制做。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创业一人、带动一片。”
从稳就业到奔小康，该旗着眼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把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作为扶贫车间的硬性标
准。目前，该旗认定符合条件的就业扶贫车间已有
5家，通过扶贫车间、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短期务
工、技能培训等方式，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打出
一套就业扶贫组合拳。

““扶贫车间扶贫车间””帮咱在家门口脱贫帮咱在家门口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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