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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太仆寺旗太仆寺旗：：

砥砺奋进新时代砥砺奋进新时代 齐心协力奔小康齐心协力奔小康
□贺冠华 赵启亮

“十三五”期间，太仆寺旗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发展“肉、酒、油、蛋、菜、药、游”七
大优势产业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

打破“工业发展受制于资源匮乏”的传统观
念，紧紧抓住战略机遇，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
育产业。“在太仆寺旗投资，欣慰的是这里的服务
特别好！”在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时
任佰惠生糖业公司总经理孙铁君说。

太仆寺旗实行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包联重点项
目，与企业业主真心实意交朋友，重点部门实行招
商服务“一把手”负责制，为落地企业提供全程保
姆式服务，承诺的优惠政策全部兑现。5 年来，直
接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9685 万元，间接为企业

“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配套投资超过 8 亿元。
近年来，太仆寺旗的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先后

引进建成了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业主实力强、

产业链条长、辐射带动成效明显的好项目。
五丰现代年精深加工 10 万头优质肉牛生产

线即将投入试生产；
德青源金鸡产业园即将满负荷达产达效，每

日可生产鲜蛋 150 万枚；
佰惠生糖业今年首次实现全季满负荷生产，

预计完成抵扣可入库税金 2000 万元以上；
生泰尔中兽药生产能力达到年加工 3 万吨饲

料添加剂，预计到 2021 年，完成抵扣实现增值税
入库；

雄安纸塑园区经过近 3 年的优胜劣汰，12 户
企业稳定运行，年产值突破 1.5 亿元；

年产 66 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 10 万平方米

厂房全面竣工，50 台压机投入试生产；
科泰隆达二期水质深度净化设备生产线年内

建成投运；
4.4 万千瓦光伏电站稳定运行；
85 万千瓦风电项目年底前将全部建成投产。
如今，在太仆寺旗宝昌镇高新技术园区入驻的

企业由17户增加到55户，工业产业门类由4大类增
加到10大类，工业产品由近10种增加到超百种，安
置就业由 1500人增加到 3100人，初步形成以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高新技术和轻工
建材行业为架构，以电、酒、糖、油、蛋、肉、药、塑为支
撑的现代工业体系。自治区工信厅已确定宝昌镇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升格为自治区二类园区。

构筑独具特色的工业体系

摘掉25年的“国贫帽”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太仆寺旗扎实
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集中资源、力
量解决贫困问题，贫困群众住房安全、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饮水安全等得到充分保障，各项指标达
到国家脱贫标准，摘掉戴了 25 年的国贫旗帽子。

全旗 2019 年底享受政策建档立卡户 8092 户
16092 人，目前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73 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2019年全旗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2956 元，同比增长 11％，高于全国平均增
幅5.5个百分点。

该旗骆驼山镇黑渠山村的地下水质不佳，京
蒙帮扶投入 103.5 万元，为这里建起了纯净水净化

中心，惠及 4 个自然村，解决了本地 300 余人及
800 头（只）牲畜的安全饮水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线任务
之一，2014 年以来，太仆寺旗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6345 万元，建成自来水供水工程 101 处、安装单
户净水设备 2937 台、安装大型净水设备 1 套、改
造维修陈旧老化工程 120 余处，全旗农村牧区自
来水普及率按人口计算已达到 72.3%以上，农牧
民饮用水全面达标。

与此同时，该旗还累计解决 4043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全面实行学前教育阶段“两
免一补”、义务教育阶段“三免三补”、高中阶段“三

免一补”政策，小学净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分别
达到 100%和 109.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建档
立卡贫困户子女全部享受教育扶贫补助政策，累计
发放各类助学金 5718.9 万元，受益学生 20618 人
次，义务教育阶段全旗无因贫失学辍学学生。

太仆寺旗现有11所标准化卫生院、140所标准
化卫生室，覆盖 176个嘎查村的基本医疗及公共卫
生服务，累计大病集中救治 1013人、慢病签约服务
10083人、重病兜底保障477人，全面实行先诊疗后
付费和一站式结算，25种大病和重大疾病诊疗费报
销比例达 90%，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达 80%，
有效防止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充分发挥近几年落户太仆寺旗的农牧业企业
的带动作用，结合种养业发展实际，以“龙头企
业+基地”产业化模式，推动村级产业优化升级，7
个产加销链条初具规模，农企利益联接日益紧密。

目前，太仆寺旗红井源油脂公司带动优质胡
麻种植 10 万亩，格瑞得种薯带动优质种薯种植 9
万亩，佰惠生糖业定单优质甜菜种植 8.6 万亩，生
泰尔药业带动中草药种植 2 万亩，华盛绿能光伏
农业带动设施蔬菜瓜果种植 5 万亩，日升昌农科
带动优质葵花种植 10 万亩。五丰肉业已投运

2000 头规模繁育场 1 处、建成 2000 头规模育肥厂
2 处，签约 100 头以上规模育肥户 15 家。扶贫后
续产业发展动能明显增强。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15.79 亿元，形成固定资产 11.25 亿元。德青源金
鸡、2.4 万千瓦集中式光伏电站、2.03 万千瓦村级
光伏电站、12 处手工业扶贫车间及 17 个其它资产
收益类项目，每年可实现稳定收益近 5000 万元。

目前，该旗 73 个重点嘎查村集体经济全部超
过 25 万元，103 个一般嘎查村集体经济也全部达
到 7 万元以上，不仅为织密织牢防返贫致贫“安全

网”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创造
了有利条件。

“十四五”期间，太仆寺旗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努力完成四项重点
任务，即实施乡村振兴“优化提升”战略、建设百亿
绿色产业园区、做强区域旅游商贸“桥头堡”、打造
生态宜居休闲康养小镇。

（本版图片由太仆寺旗委宣传部提供）

描绘乡村振兴新蓝图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走进宝昌镇文化公园，人们闲情逸致地在水
系桥上赏景，孩子们在公园一角嬉戏玩耍。俯瞰
城区夜景，更是灯若繁星，美不胜收。该公园利用
达标排放的废水，集中进行河道整治、区域绿化美
化, 投资 1.79 亿元，打造集休闲健身、文化娱乐于
一体的生态惠民项目，极大改善了宝昌镇的人居
环境，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十三五”期间，太仆寺旗推进以人为中心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新区完善功能、旧区改造
提升为重点，不断补齐城镇基础设施短板，提升
城镇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着力打造宜居宜业
生 态 休 闲 小 镇 。 投 资 3.1 亿 元 ，新 建 市 政 道 路
23.2 公 里 、硬 化 铺 装 20.5 万 平 方 米 ，安 装 路 灯

2180 盏，打通断头路 4 条，特别是在建成东环路
的基础上，南北贯通了西山路、骆驼山路和东南
环线，彻底解决了南北交通干线堵塞和大货车
绕城通行的问题；

投资 1.07 亿元，新建自来水厂一处，改造旧区
水厂一处，配套建设及改造供水管网 59 公里，供
水能力提升一倍，彻底解决了高峰期楼房高层饮
水困难的问题；

投资 1.53 亿元，新建及改造雨污管网 144 公
里，主城区基本实现雨污分流，污水收集率由 76%
提高到 92%；

投资 8.46 亿元，建成 2×2.5 万千瓦热电联产
项目，配套新建供热管网 17.1 公里，改造老旧供热

管网 37.5 公里，拆除小锅炉 28 处，城镇供热能力
适度超前，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投资 2.1 亿元，建设中水厂一座，铺设中水管
网 9.5 公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总磷总氮排放全面达标；

推行城区环卫市场化运营，总库容 76 万立方
米的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建成投运，居民
区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彻底解决，群众满意度显
著提升；

新建住宅小区 20 个，设计水平和建设质量稳
步提高，库存数量不多，价格稳中有升，累计实施
棚户区改造 4137 户，其中货币化安置 3538 户，拆
出空地 1100 亩，为城镇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宝昌镇边墙村里
的旅游民宿。

在 北 京 举 办“ 爱 我 太 旗
建我家乡”为主题的招商暨经
济发展研讨会。

村民们的幸福生活。

红井源油脂公司罐装线。

文化广场。

宝昌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优质葵花种植基地。

光伏农业及特色农
业种植基地。

太仆寺旗区位优势
明显，交通便利。

城区夜景。

宝昌镇文化公园宝昌镇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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