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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于海东 郝飚
乌海日报融媒体中心 刘春霞

近年来，乌海市海南区加大“腾
笼换鸟”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土地资
源配置效率，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
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产
业关联度高的重大项目落户，让工
业园区焕发出产业发展新活力，走
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日前，记者在位于海南工业园
区的内蒙古榕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 15 万吨粗苯加氢和年产 30 万
吨煤焦油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看
到，一期土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设备安装正在紧张进行中，预计年
底就可以试生产。“项目能够成功落

地，正是得益于‘腾笼换鸟’政策。”
内蒙古榕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工
程师文尚军说。

文尚军告诉记者，该项目是榕
鑫能源实业公司焦化厂的产业链条
延伸项目，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
的机会和场地，现在海南区在工业
园区大力实施“腾笼换鸟”政策，才
能在这里发展。据介绍，该项目总
投 资 12 亿 多 元 ，是 煤 焦 产 业 的 延
链、补链项目。项目建成后既可实
现煤焦资源的就地转化，把煤炭资
源“吃干榨净”，把废气、废渣“变废
为宝”，又可对煤焦产业进行结构调
整，实现循环利用，进一步增强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

据海南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东介绍，成立于 1998 年的海南工

业园区是以硅铁、电石和煤焦化为
主的高载能工业园区。这些年随着
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不断收紧，一
些企业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并逐步被淘汰、停产，造成了土地大
规模闲置和浪费。为了盘活海南工
业园区土地资源，高效合理利用园
区土地，海南区近年来加大对关停
企业土地的收储力度，累计投入 1.8
亿元清理勇发、海丰、西龙、沃野等
25 家僵尸企业，收储土地面积 124.7
万平方米。

腾出产业发展空间后，海南区紧
盯造链、补链、延链、强链项目，主抓
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
域，先后引进了青石高牢度分散染料
及配套中间体、亚东二期染料、奥立
再生能源、榕鑫科技等一批带动作用

强、产业关联度高的重点项目，通过
结构调优和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区以优化
营商环境为突破口，积极为园区企
业提供“保姆式”服务，想企业所想、
解企业所难，从产业引导到产业扶
持、金融服务、用工服务、厂房建设
等方面，为企业落户园区提供全方
位支持，使政府各项扶持政策落地
园区并与企业实现无缝衔接。为实
时了解园区企业需求，海南工业园
区管委会主动靠前服务，与每一家
落户工业园的企业做好对接服务，
鼓励引导企业利用现有平台优势，
大胆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提
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以此推动园
区经济提质升级。

海南区：“腾笼换鸟”实现工业经济提档升级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阿巴嘎旗融媒体中心 武彩霞

冬日的别力古台镇天寒地冻，
19 时，室外气温已降到零下 23 度，
大街上人迹罕见。

此时，阿巴嘎旗职业教育综合
实训基地三楼课堂里却灯火通明，
40 多名成年人认真地上着课。这
是今年刚落成不久的阿巴嘎旗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正在对学生家长们
进行培训。课堂上，该旗蒙古族小
学老师乌兰其其格正在为小学一、
二、三年级的家长们讲解着系统教
学当中的重要知识点。

课堂上，家长们俨然已经化身

为学生上课时认真听讲的模样，他
们认真做着笔记，不懂就问，时不时
地还请老师进行指导，和老师面对
面交流。有的家长遇到知识盲点，
还会用手机把问题拍摄下来，准备
回家后再仔细研究，消除知识盲点
并消化吸收。

在阿巴嘎旗，这样常规化的课
程，自今年下半学期开始已经上了
40 多堂课了。课堂内容的设置也
是因人而异、种类很多，涵盖了家长
辅导家庭作业的技巧、儿童心理特
点、家庭教育存在的误区等内容，只
要是家长们有需求，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的讲师就会根据实际情况精
心编排相关课程，为家长们答疑解
惑。

2019 年 12 月，阿巴嘎旗针对学
生家长群体当中存在的辅导子女能
力不足的问题，专门为家长们设置
培训课程，以全旗所有家长为培训
对象，启动了系统学习培训工程。

2020 年 7 月 17 日，占地 500 平
方 米、投 入 80 余 万 元 新 建 而 成 的

“家长学校”——阿巴嘎旗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正式交付使用。服务站
不仅 24 小时免费开放，诸如家风家
训展示厅、亲子阅读室、家长培训教
室、家长座谈会议室、心理疏导室等
也一应俱全。

“我觉得家长培训班办得非常
好，通过老师系统的培训，让我对现
代的教学方式有了更深了解，辅导
孩子有了更足的信心。”学生家长希

吉日图雅高兴地说。
据阿巴嘎旗副旗长乌云高娃介

绍，这所“学校”虽小，却五脏俱全。
它以全旗家长为服务对象，向他们
宣传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更
新家庭教育观念，优化儿童成长的
家庭环境，切实提高家长的育儿水
平。同时，了解和掌握家庭教育中
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而解决实
际问题，努力做到让家长给孩子讲
好“人生第一课”。

阿巴嘎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每学期还对参加培训的家长进行一
次以教育子女是否有成效为内容的
考核，每学年还会进行一次“优秀家
长”评选表彰活动，从而调动和激发
家长们的学习热情。

阿巴嘎旗：“家长学校”让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

●近日，由团中央、中央文明
办、民政部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第
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获奖项目名单进入公示阶段，由
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东城草原蓝
哈达敬老助残志愿者协会和平庄
西城玉龙道德氧吧志愿者协会策
划开展的“关爱复员老兵 传承红
色精神”项目荣获银奖。

（元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王
玉清 王尉）

●近日，巴彦淖尔经济技术
开发区产业创新服务中心揭牌启
动，该开发区管委会与内蒙古创
客星空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签订
了中小企业创业园合作运营意向
协议。

（本报融媒体记者 图古斯
毕力格）

●近日，东乌旗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各社会组织的志愿者们
来到东乌旗社会福利院，为老人
们进行文艺表演、免费理发等志
愿服务，使老人们深切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东乌旗融媒体中心 盖文
瑛 刚巴特尔）

●日前，乌海市海勃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该区各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及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队、各成
员单位约 200 余人开展了培训活
动，以此不断提升基层志愿服务
队伍工作水平，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做深做实。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为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更好地服务社区居
民，提高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普
及健康知识理念，近日，乌拉盖管
理区开展服务百姓促健康活动，
医务人员走进社区为居民免费测
量血压、号脉问诊等，并向居民科
普健康生活知识。

（乌拉盖管理区融媒体中心
孙晓洁）

●为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注
消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提升
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和全社会抵御
灾 害 能 力 ，近 日 ，杭 锦 旗 举 行
2020 年度消防表彰大会，对全旗
重点行业部门、企业先进个人及
集体进行表彰。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
腾其木格）

●近日，锡林郭勒盟第十三
届“政协杯”乒乓球赛在乌拉盖管
理区举行，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共
9 个代表队的 57 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本次比赛设团体赛、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等 5 个项目。

（乌拉盖管理区融媒体中心
师晓敏 初一）

●今年，化德县建立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组建由 223 名
医师、护士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
团队 101 个，为 6376 户 13825 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活动，签约率、履约率达
100﹪。 （李剑平）

●为切实强化秋冬季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翁牛特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结合当地实际，科学研
判、精准施策，严格落实宣传引导
到位、工作规范到位、监督管理到
位疫情防控措施，凝心聚力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

（翁牛特旗融媒体中心 曲方）

●日前，凉城县全面启动岱
海流域范围内禁牧工作。该县引
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禁牧，发展
舍饲畜牧业，实施标准化养殖。
同时，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依法
从严从重从快查处违法违规偷
牧、滥牧行为。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近日，杭锦旗举行“全国文
明城市”挂牌仪式，号召和动员全
旗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凝聚共识、
坚守初心。据了解，今年杭锦旗以
名列全国第45位的综合测评成绩
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成为自
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
腾其木格）

玉泉区
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处理技术

本报呼和浩特 12 月 13 日讯 今年秋
收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农科局推广引进的
企业秸秆机械化处理技术成为助农新亮
点。该局依托有资质的企业，在辖区农村大
力推广秸秆机械化处理技术。小麦秸秆打
捆机能一次完成秸秆收集、输送、压实、打捆
等几道工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运输难
题，也解决了秸秆焚烧问题。通过秸秆回
收，农民就不再需要焚烧秸秆，企业也可以
利用回收的秸秆加工利用，做成饲料、燃料、
肥料，实现双赢。今年，玉泉区预计回收
7.56 万亩秸秆，现在日平均回收 1000 亩到
2000亩左右，争取明年春播前回收完毕。

（融媒体记者 刘洋 玉泉区融媒体
中心 张勇 于腾蛟）

乌拉特中旗
迎来大批迁徙鸿雁

本报巴彦淖尔 12 月 13 日电 连日
来，“鸿雁之乡”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迎
来大批迁徙鸿雁，为冬季的乌拉特草原增
添了无限生机活力。近几年，乌拉特中旗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上先后实施了划
区轮牧、全年围封禁牧、草畜平衡等生
态修复工程。生态环境的改善，加之群众
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候鸟回归数量越来越
多，逗留时间也越来越长。乌拉特中旗森
林公安局工作人员对迁徙来的鸿雁加强
观测、记录，深入周边牧户家进行候鸟保
护宣传，共同为鸿雁迁徙留驻保驾护航。

（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乌拉特中旗
融媒体中心 敖登）

海勃湾区
首个智能垃圾分类站投入使用

本报乌海 12 月 13 日电 日前，乌海
市海勃湾区首个智能垃圾分类站在凤凰岭
街道办事处长青社区投入使用。据介绍，垃
圾分类回收智能化的好处就是能够调动居
民整理废旧物、分类干湿垃圾、有害垃圾、可
回收垃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碎片时
间，上下班时间清理废旧物。通过手机直
观、便捷获得“环保奖励金”，更加清楚地看
到自己在整个垃圾回收链条中的重要意义，
从而提升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融媒体记者 郝飚 海勃湾区融媒
体中心 张文杰 刘学颖）

苏尼特右旗
将法治“强音”送进牧户

本报锡林郭勒 12 月 13 日电 近日，
在苏尼特右旗阿其图乌拉苏木呼布尔嘎
查牧民布仁巴特尔家，苏尼特右旗人民法
院的工作人员带着法治“强音”入户，用通
俗易懂的表达，为广大牧民群众普及《宪
法》知识，讲授身边的法律法规。他们还
深入牧户，围绕牧民们经常遇到的与生活
息息相关的合同编、婚姻家庭编以及围绕
网上立案等法院便民司法等内容向牧民
进行了宣讲，并作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苏 尼 特 右 旗 融 媒 体 中 心 杨 爱 娟
杜小龙）

红庙子镇
举办农民书画展

本报赤峰 12 月 13 日电 日前，赤峰
市红山区红庙子镇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农
民书画展，集中展示了红庙子地区农民文联
创作的书法、绘画作品，借此提升乡村振兴
工作的文化自信。此次书画展共展出书法
作品73幅、绘画作品17幅。近年来，红庙子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积极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开展，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为目标，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
思想文化阵地，动员和激励辖区群众积极投
身到乡村振兴实践中，共建幸福美好家园。

（赤峰日报融媒体中心 宋玉静）

化德县
着力构建基层网格化治理新格局

本报乌兰察布 12 月 13 日电 今年以
来，化德县以网格化治理为抓手，扎实推
进县域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网格化治理新格局。全县共划分网
格 475 个，其中社区划分为 96 个网格单
元，学校和医院划分为 11 个专属网格，自
然村划分为 368 个网格，实现了乡镇、村网
格化划分全部完成、网格长和网格员全部
配齐、网格化管理平面图版全部上墙，建
立了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切实推动了“格
中有人、人能管事、事能办结”的网格治理
体制机制建设。 （李剑平）

云视角视角

﹃﹃
大后套第一锅大后套第一锅

﹄﹄
开锅啦开锅啦

闪闪云

□本报融媒体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影报道

杭锦后旗第五届民间年猪文化节暨百家企
业助力乡村振兴洽谈会日前在三道桥镇举行。
三道桥镇“双创”中心院内，锣鼓喧天，歌声飘
扬，人声鼎沸，游客络绎不绝，感受着不一样的
杭锦后旗农村文化生活的味道。

活动中，为致富带头人和爱心乡友颁发了
表彰奖励和证书，还举行了厨王争霸赛、猪王争
霸赛等精彩的趣味比赛，并让现场观众品尝到
了地道的民间杀猪菜。乌兰牧骑演出的精彩文
艺节目，吸引了上万名群众观看。

民间年猪文化节以艺术形式展现人民群众
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已成为河套民俗的
重要依托，蕴含着河套文化的历史传承，凝聚着
河套人民的勤劳淳朴。此届民间年猪文化节设
置了“百猪宴”“大后套第一锅”等地方特色美食
喜迎八方客，拉开了品尝农家菜、体验乡村游、
品味河套情的序幕，掀起冬季乡村旅游新热潮，
激活社会消费潜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扶贫产品展销会、三道
桥豆腐宴、“俊峰铜鼎奶茶锅”、文艺演出、百家
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洽谈会等精彩纷呈的环节，
辅以“天赋河套”名优商品展、美食小吃售卖、商
品物资售卖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将本届
年猪文化节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

游客络绎不绝

。

大后套第一锅开锅。

猪王争霸

。

致富能手受到表彰。

慰问长寿老人。

情歌对唱。

威风锣鼓敲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