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兴安 1月 3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张兆琪）伴着时而欢快的
歌声，时而悠扬的曲调，演员们尽情舞动。
近日，记者走进兴安乌兰牧骑排练厅，认真
排练的演员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兴安盟文化
事业的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兴安盟坚
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全盟文化
事业不断向前，成效显著。

2016年，由科右中旗乌兰牧骑精心编排
的原创蒙古剧《巴图查干情缘》参加了全区第
十三届草原文化节优秀剧目巡演；同时，作为
自治区唯一参选由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主办
的2016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优秀剧
目，《巴图查干情缘》走进北京民族文化宫演
出，让更多人了解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民俗文
化。然而，《巴图查干情缘》不是个例。

兴安乌兰牧骑将民族歌舞剧《赞歌》和大
型音乐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作为艺术
精品进行重点打造。目前，民族歌舞剧《赞
歌》已完成排演，正在根据评审意见和专家组
的建议进行修改提升。《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是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现由上海戏剧学院
导演系教授、国家一级导演李建平组建的创

作团队进行编创，计划在年底前完成首演。
“这两部大剧是当前的工作重点，但我们也没
有忘记乌兰牧骑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在筹备
之余坚持下基层演出，让文化惠及千家万
户。”兴安乌兰牧骑创编室主任白伟光说。

5年来，兴安盟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推动
非遗、文物、古籍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
展。截至目前，全盟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
家级项目5项、自治区级项目57项、盟级项目
207项、旗县市级项目330项。拥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6人、自治区级
60人、盟级512人、旗县市级756人，初步形
成了国家、自治区、盟、旗县市四级名录体系，
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名录保护体系。

当前，该盟共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和16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3
家国有博物馆，共馆藏文物1.8万余件（套）。
在“一馆三址”基础上，对兴安中学礼堂旧址、
内蒙古师范学院礼堂旧址、内蒙古日报社旧
址进行主体修缮和三防工程设计，对内蒙古
党委办公旧址内部进行改陈布展，对旧址周
边环境进行改造提升。整合乌兰牧骑宫、兴

安盟图书馆（红色书屋）、兴安农村第一党支
部纪念馆、侵华日军阿尔山要塞遗址等红色
文化资源，开发设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

去年8月，一部在央视黄金档播出的电视
连续剧《枫叶红了》，让兴安盟人民为之振奋，
也将科右中旗文化旅游推上“风口浪尖”。趁
热打铁，科右中旗积极运营《枫叶红了》拍摄
基地、中影影视城等新建景区，组织文艺演出
团体进驻景区开展文艺演出，邀请各旗县市
文艺演出团体、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到五角
枫景区开展精品文艺展演、非遗文创展示展
销等活动，激发了旅游市场活力。

“十三五”时期，兴安盟挖掘各类民族民
俗文化和非遗资源，研发和生产民族工艺品
与旅游纪念品，发展演艺娱乐、创意设计、旅
游伴手礼等文旅产业。积极开展精品演艺进
景区和非遗文创进景区活动，截至目前，全盟
举办音乐节、美食节、赛马节等各类活动38
场，在景区景点融入文化娱乐互动体验活动，
丰富旅游服务项目。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
发挥群艺馆的作用，举办群众广泛参与的广
场舞、健身操等各类活动，实现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

兴安盟：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盟市·聚焦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影报道

隆冬的清晨5点，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
镇巴彦托海嘎查赛尔合作社已经热闹起来。饲
料储备库里机器轰鸣，社员吴洪钢忙着粉碎玉米，
加工精饲料；牛舍里越冬母牛的哞哞声此起彼伏，
社员岩磊熟练地挥舞着手里的草叉挨槽添料。

“合作社有230多头母牛，储备了1000多
捆天然牧草、600吨苜蓿、30吨玉米、50吨秸
秆、90吨酒糟和20吨混合饲料，能保障安全
越冬。”巴彦托海嘎查第一书记姜杨说。

当天下午4点，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
布日德嘎查的蒙古族小伙子朝克在自家草场上
悠闲地赶着100多只羊返圈。“我家7000多亩草
场，现在储备了400多捆草，除了羊，还有30多头
牛，越冬的饲草很充足。”朝克入冬前卖了40只羊
和10头牛，收入超过10万元，日子过得很踏实。

据呼伦贝尔市农牧部门统计，2020年该
市牧区四旗越冬牲畜327.22万头只，其中：大
畜51.1万头、小畜276.12万只。出栏牲畜203
万头只，其中大畜27万头、小畜176万只。

自去年入秋以来，呼伦贝尔市采取多种措
施加强饲草储备，积极引导农牧民提高牲畜出
栏率，动员农牧民储备全价饲料和精饲草，在
市域内调剂牧草，保证丰欠互补。截至目前，
牧区四旗共储备饲草120余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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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1月 3日电 （记者 郭洪申）通
辽市加大对民族传统奶制品加工业的扶持力度，
通过开展实施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专项行
动，构建起工艺传承、生产加工、技术创新、推广
销售的发展体系，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

该市制定印发了《通辽市民族传统奶制品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和《通辽市推动民族传统奶制
品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总体方案》。从2020年开
始，利用3年时间，实施“12358”行动，即：实现建
设1个民族传统奶制品加工园区、申请认证2个
地理证明商标、规范3个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企
业、提升5家食品检验机构对民族传统奶制品的
检测水平和服务能力、打造8个奶制品加工小作
坊示范店，形成“南‘示范店’、北‘加工园区’”的
发展格局。大力支持产业集聚地区建立小作坊
加工园区，精准帮扶小而散的家庭手工作坊，将
其打造成为传统奶制品示范店。

通过采取推动民族传统奶制品加工园区建设、
建设示范店带动区域发展、规范优化登记许可服
务、严格执行地方标准、规范生产加工过程、扩大产
品销路、积极推进地理证明商标申请认证工作、指
导民族传统奶食品加工企业和小作坊对产品进行
包装设计以及提升通辽市民族传统奶制品检测检
验能力等项措施，做强做大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

目前，全市已登记民族传统奶制品手工作坊
141户，申请注册商标33个，16家单位被批准为
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首批试点示范单位，
2020年以来抽检的55批次民族传统乳制品全
部合格。全市7家大中型超市设立了民族传统
奶制品销售专柜，线上销售单位达到10家，全市
日处理鲜奶能力87万吨，传统奶制品原料奶年
使用量达到1.6万吨，年营业额上亿元，传统奶制
品生产销售从业人员近千人。

通辽市让传统奶制品产业
从“小而散”到“聚而强”

本报阿拉善 1 月 3 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日，记者在策克口岸经济开
发区出入境运煤通道看到，一辆辆满载
原煤的货车排队通关，货车司机抓紧办
理入境手续。截至2020年12月16日，
策克口岸累计煤炭进口量 1034.51 万
吨，贸易额达 32.89亿元，出入境车辆
206476辆次。

去年以来，策克口岸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手递手”式
监管服务，实行闭环管理，加强配备医
护、安保和后勤保障服务人员，严防境
外疫情输入。同时，加强涉外联络沟
通、关检协作，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实施

“早八晚八”不间断通关，抓好惠企政策
兑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通关效
率，推动口岸煤炭进口稳步提升。此
外，该口岸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实
施“两前两保一优”、开辟中蒙“绿色通
道”、延长通关时间等切实有效的措施，
加快煤炭进口量稳步增长；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通过网上办理，实现“信息多
跑路，企业少跑腿”，使通关贸易服务电
子化、便利化。

策克口岸
煤炭进口量稳步增长

本报包头1月3日电 （记者 刘
向平）近日，在包头市九原（国际）物流
园区的引领和推动下，包头保税物流中
心（B型）完成首批进口业务，总贸易额
8742.2万元。

据了解，该进口业务是内蒙古北方
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从美国进口的
电动轮配件，共计80件，由园区入驻企
业包头市优贸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代
理报关。截至目前，包头B保已累计完
成2.914亿元进出口业务。

九原（国际）物流园区党支部书记
刘波说：“物流园区将继续拓宽渠道、广
泛对接、多方联系，吸引更多进出口贸
易企业通过包头B保开展业务，在助力
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方面做出新贡献。”

包头
保税物流中心（B型）
完成首批
8742.2万元进口业务

幼儿园里的安全课幼儿园里的安全课
冬日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公安局新

建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幼儿园开展安全
教育活动。活动中，民警为小朋友分析讲解
应急逃生、防拐骗、防火防电等安全知识，提
醒老师在日常课间中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管
理，活动提高了师生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本报记者 海军 实习生 韩利文 摄

本报呼和浩特 1月 3日讯 （记者 刘
洋 实习生 张立富）2020年以来，呼和浩特
市全力应对疫情冲击和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
等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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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市工业经济呈现运
行平稳、动能增强的态势。

去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增速列全区12个盟市第8位，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完成104.4亿元，全年预计新增
规模以上企业15户以上。截至目前，全市共
开（复）工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54项，开复
工率达93.1％；1—10月，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63.7％，在全区排名第二位。

疫情期间，呼和浩特市制定《呼和浩特市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围
绕“员工流”，主动对接企业员工返岗需求，帮
助企业实现员工食宿相对封闭隔离，满足复
工复产需求；围绕“物流”，积极办理生活必需
品通行证、煤炭运输通行证等各类通行证明

1200余张，满足企业运输物流需求；围绕“资
金流”，开展产融精准对接服务，推荐3家企业
列入了国家疫情防控企业名单；推荐11家企
业进入工信部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为蒙
牛乳业、中粮面业、泰尔力图、洁诺等对接银
行贷款16多亿元，协调呼和浩特市供电局为
115家企业办理缓缴电费并免收滞纳金。疫
情期间，呼和浩特市工业企业复工率一直保
持在全区12个盟市前列，到去年3月底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在全力帮助实体经济稳定经营方面，呼
和浩特市制定落实《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十五条措施》，对政府主导的创业园
区入驻企业年度物业费给予补贴，协调“助保
贷”合作银行对企业不断贷、不抽贷，共为89
户企业办理续贷、展期业务，合计金额4.2亿
元。为19户经营困难的企业落实困难企业失
业保险金返还，金额合计4485余万元，对各
创业园区353户中小企业补贴2020年物业费
267万元。新增中环协鑫、旭阳中燃2家企业

纳入自治区电力多边交易市场，累计达71户，
截至目前，累计交易电量69.22亿千瓦时，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5.24亿元。为64个企业和
项目落实呼和浩特市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金3753万元，为67个项目争取自治区工业重
点产业和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8843万元，
凝心聚力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去年，呼和浩特市将10个工业园区优化
整合保留为7个，同时全面改革优化工业园区
管理体制机制，明确主导产业定位，提升园区
承载能力，推进园区专业化、市场化、集约化
发展。设立1亿元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制定了与之配套《呼和浩特市工业园区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大对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布局优化调整、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
力度。同时，积极推动工业园区绿色发展，和
林格尔经济开发区、金桥经济开发区成功申
报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完成托克托县工
业园区、金山经济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园区固

废渣场建设并向自治区上报销号申请。
在制造业创新和5G新基建发展方面，金

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成功认定为自治区
级生物疫苗创新中心，有效推动呼和浩特市生
物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23家登云服务
商为全区企业提供登云服务，完成2000余户
企业登云，企业登云内容达到5000件。目前，
3家通信运营商已建设2500余座5G基站，基
本覆盖了城区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工业
园区、各大商圈、高校及主干道等重点功能区。

此外，呼和浩特市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矿
山、无主矿山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推进刘胡
梁煤矿、天赐源煤矿成为自治区绿色矿山企
业，并积极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积极开展
清水河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全面清查并
杜绝安全生产隐患。同时，持续开展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成功推荐5家企业成为自治区级
绿色工厂，5家企业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伊
利集团、正大食品分别成为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绿色供应链企业。

呼和浩特市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动能增强

本报呼和浩特1月3日讯 （记者 皇甫秀
玲）近日，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高新技术企业内
蒙古华蒙科创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与巴彦淖尔
市杭锦后旗锦城国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就杭锦后旗10万头奶牛现代农牧
业奶业产业园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环保项目携手
合作，解决规模畜牧养殖带来的粪便污染问题。

杭锦后旗是全国重要的有机原奶生产基地，
水源清洁、土壤干燥、牧场天然、奶源优质。该旗
加快推进奶牛养殖业发展，2020年 4月，投资
47.97亿元的杭锦后旗10万头奶牛现代农牧业奶
业产业园区项目开工建设，至今，园区内10个畜
牧养殖场全部开工，已有两家牧场完成建设，首批
600头奶牛入场，计划3年完成建设，达到10万头
规模。10万头奶牛定会产生大量的粪便、尿液、
污水等废弃物，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成为奶业可
持续发展需要面对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内蒙古华蒙科创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作为
国内最早从事奶牛规模化养殖场环保项目运营的
高新科技企业，秉承“有限资源、无限循环”的设计
理念，为此次签约建设项目提供最优的粪污环保
资源化利用方案，在该园区建造大型污水处理项
目、厌氧发酵沼气发电及提纯项目、有机肥项目和
动物尸体无害化项目。4大项目建成投运后，可
实现污水厂项目日处理生活污水2000吨；大型沼
气项目日处理牛粪尿4000吨，年产沼气量3153
万立方米；产有机肥10万吨；动物尸体无害化项
目日处理量5吨，年处理量可达1825吨，形成规
模化奶牛养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但整个奶牛产
业园区将实现粪污无害化集中处理，处理后的有
机肥施与田地，实现循环再利用。

一个签约项目解决
10万头奶牛粪便污染问题

不断增强版面的可读、易读、悦读效果，进
一步提高新闻品质，使版面特色更加鲜明，引导
舆论的能力更强。遵循《地方盟市》发刊词这一
初衷，几年来，《地方盟市》版秉承这样的办刊理
念，以深耕细作的情怀，在四季轮回的万千风景
中，与关注着她的读者相遇。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一百周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为做好未来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的一年，本
刊将一如既往地围绕自治区中心工作，更好地服务
地方政府，将各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征程中的新实践、新举措、新成效予以及时反映和展
现，为开创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舆论支持。

《地方盟市》版设置的栏目：《盟市·风景线》主要
体现各盟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的成就；《盟市·聚焦》着重报道全面深化改革等做
法、行动；《民生暖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照民生
的保障和改善；《盟市·看点》着力体现各地经济人文
特色、亮点；《盟市·速览》刊发内容多样的动态短新
闻；《镜观》则以影像具有的冲击力，直观反映各盟市
经济社会发展，公民道德建设，百姓生活百态。

迎着 2021年的曙光，向遍布于全区各地的
驻站记者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从连绵的大
兴安岭到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你们在内蒙古
这片广袤大地上留下一串串攀援跋涉的脚印，
顶烈日冒酷暑穿沙海走访牧户，深入零下三四
十摄氏度的边陲腹地，在厂矿企业、农牧区、嘎
查村镇、街道社区，总有你们闪动的身影，采写
回一篇篇反映时代风貌的鲜活报道，致敬“不是
在写新闻、就是在采写新闻的路上”的记者，你
们一直在路上的姿态真美！记录时代变迁，推
动社会前进，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党报新闻
工作者的价值了，以此共勉！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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