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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牵手科技创新牵手““互联网互联网++””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乌达区：

闪闪云

□本报融媒体记者 于海东 郝飚

从进场到出场，司机无须下
车，自动刷卡进入，称重、装卸，再
到出场拿结算单，全程智能化管
理。在位于乌海市乌达区的煤哆
哆煤炭物流产业园，煤炭进出场全
流程自助化、智能化成为现实。企
业运营总监常进霞告诉记者，通
过这条自动化系统，一方面对园
区车辆进行规范化管理，提高车
辆发运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信息
化手段实现业务流程的监管，进
行闭环和工作各节点管理，实现
防作弊管理，进而使园区经营风
险得到管控。

于今年1月3日开园的煤哆哆
煤炭物流园是乌海市首个智慧煤

炭物流园，开创了“煤炭+互联网”
新模式。据常进霞介绍，煤炭物流
园区的落地，为乌海本地煤炭贸易
企业带来了福音，这不单单体现在
智能化上。按照实际运营测算，物
流园内封闭式煤棚，可减少煤炭风
化，降低了自然损耗，同时货车出
场自动喷洒液体篷布也防止了环
境污染。该物流园紧邻乌达区几
大煤矿和一号煤检站，降低了贸易
商从矿发到储煤场地的运输成本，
平均每吨减少运输成本在 2 至 5
元。煤哆哆物流园还为入住园区
企业提供了免费的“运销管理系
统”，商家无须再派专人到场地取
磅单，统计员可以直接在办公室通
过系统打印磅单，减免了人工统
计，减少了人工成本。

此外，煤哆哆还拥有线上煤炭

交易平台，供需双方在平台上发布
煤炭供需信息，就可直接对接、采
购与销售，在线交易，也可以通过
竞价的方式，发起竞卖，实现交易
在线化、流程标准化、管控数字化。

该项目只是乌达区多年来积
极改革创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
工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乌达区是一座典型的因煤而
建、依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区，从
2008 年开始谋划转型发展，经过
10余年的探索实践，初步实现了工
业经济转型目标，开创了一条从

“一煤独大”到多元支撑的转型发
展之路。近年来，面对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蓬勃
发展，乌达区紧抓信息技术应用、
核心技术产业化等环节，大力推动
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

向“智造”转变，为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造新引擎、培育新动能。

落户乌达区的西北化学网被
区域化工企业称为“化工淘宝
网”。它汇聚了西北地区近300家
化工企业，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
流、商流的“四流合一”。

由乌达区政府与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飞狮工业互
联网平台更是乌达区以数字化转
型推动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
范。该平台通过在线监测，利用算
法，企业生产设备运行出现的微小
问题都得到及时发现，有效解决了
以往因发现问题晚导致大修带来
的巨大维修成本。通过平台ET工
业大脑做到可视化、预防化管理，
可以降低企业成本15%至35%，为
企业增效5%至28%。

本报锡林浩特2月2日电 春节临
近，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为
满足广大市民节日消费需求，锡林浩特
市进一步细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快
速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制度，全力保
障市场供应。该市主要从大型超市和蔬
菜、水果、粮油、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大型
批发商户两个方面来抓，针对重点生活
必需品销售、库存和价格等情况每日监
测分析，同时，加强对重点保供企业的实
地走访督查和宣传力度，确保米面粮油
等重点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蔬菜、水
果、牛羊肉等价格运行平稳。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浩特市
“米袋子”充足“菜篮子”价稳 ●日前，准格尔旗158个嘎查村、42

个社区圆满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此次
换届选举，共选出新一届嘎查村党支（总
支）部委员会委员 616名，平均年龄46
岁。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在年龄、
学历等结构方面进一步优化，一批年富
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人才进入嘎查
村社区党组织班子，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进一步加强。

（准格尔旗融媒体中心）

●为提升退役军人参与社会志愿活
动积极性，多伦县日前组建了退役军人
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小分队。该小分队主
要担负全县抢救、抢险等重大应急的救
护和救援等工作。

（多伦县融媒体中心 李跃明）

●去年以来，察右前旗持续改善农
村环境质量，积极推动国家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项目，完成2处区域处理中心、
8家大型养殖企业、30家中小型养殖企
业粪污处理配套设施；全面推进农村污
水治理工作，目前已完成5个乡镇9个自
然村和幸福院污水集中式处理设施，解
决2300户污水排放问题。

（察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张舒君）

●乌拉特甘其毛都口岸是入境我国
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也是疫情期间
中蒙边境唯一保持不间断通关的口岸。
据海关统计，2020年，口岸累计进口蒙
古国煤炭和铜精矿 1545 万吨，贸易值
165.4 亿元。其中进口煤炭 1471.5 万
吨，贸易值91.8亿元。
（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实习生 陈东）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坚持以乡村
文明行动为契机，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加
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率，使秸秆变废
为宝，富农增收，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孙莹 金平）

●为切实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杜
绝冷冻冷藏食品和冷链物流环节新冠
病毒感染，阿巴嘎旗日前对旗内部分冷
库、超市、集贸市场、饭店、药店等场所
开展冷链食品疫情风险排查和全面监
督检查工作。

（阿巴嘎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阿荣旗面向社会发布协助
疫情防控工作公告，得到广大青年志愿
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74名志愿者中有
党员、在读大学生、创业青年、企业职工，
也有热心居民，他们不约而同表示，守好
门看好人，打好疫情阻击战。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 徐忠馨）

●日前，杭锦旗卫生执法人员对锡
尼镇公共场所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对住宿、足浴场所开展“地毯式”巡查，确
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陈慧）

●近日，磴口县隆盛合镇开展“以购
代捐”和“以买带帮”消费扶贫活动，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突出成效”的原
则，“线上+线下”并重，通过创新模式，
进一步助推农产品销售，促进百姓增收。

（磴口县融媒体中心 王瑞 闫蓉）

●日前，科左后旗开展严厉打击非
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检查、
流动巡查、晨检夜查、接受群众举报相
结合的方式，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未经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整
治出租汽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取得
了明显成效。

（科左后旗融媒体中心 闫丽华）

●为进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西乌旗日前对巴拉嘎尔高勒
镇饭店、酒店等餐饮场所进行督导检查，
对监管领域内的聚集性活动进行梳理，
重点检查营业场所是否按照要求暂停承
办集体聚餐（包括婚丧宴、生日宴、会议、
聚餐）活动，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各
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西乌旗融媒体中心 苏德毕力格）

●近日，总投资400万元，店内总面
积3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人就餐
的肯德基店落地康巴什区。这是康巴什
区第一家肯德基店，可以推动当地快餐
业快速发展。

（康巴什区融媒体中心）

●这几天，为了认真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科
左中旗协代苏木各嘎查村组织人员入户
向村民发放疫情防控倡议书。白音塔拉
农场一分场、七分场利用“村村响”广播
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和健康安
全知识。 （科左中旗融媒体中心）

本报呼和浩特2月 2日讯 日前，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招商
引资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内蒙古和林格尔
新区与北京、贵州等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共
签约5个大项目，引资52.2亿元，涉及现代
生物技术、民族医药产业、跨境物流等领
域，其中，北京博晖创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签约建设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基地，
将填补我区血液制品行业空白。这些项目
对进一步延伸和林格尔新区新型产业链
条，增强产业竞争力将发挥重要作用。近
年来，和林格尔新区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数字经济、生物科技、装备制造、清洁能
源、新材料、蒙中医药等一大批投资额度
大、辐射带动强、社会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相继落地投产，逐步形成集群发展。
截至去年底，和林格尔新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数量已达到 583 户，注册资本
386.34亿元。（融媒体记者 皇甫秀玲）

和林格尔新区
招商引资签约52亿元

本报赤峰2月2日电 日前，宁城
县公安局二龙派出所所长张晓天带领民
警成功救助1只成年雕鸮。雕鸮，属夜
行猛禽，比猫头鹰大，耳孔周围有耳状簇
羽，1989年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996年被列为稀有物种。

前两天，二龙派出所接到养殖专业
户商女士电话，称她和丈夫夜间抓住1
只正准备叼走鹅的鸟，不知是什么鸟，但
是保护动物的意识让他们知道不可以随
意捕杀，于是电话联系了派出所。张所
长带着民警赶到商女士的养殖基地，他
一眼便认出这是1只成年雕鸮，急忙联
系当地林业部门，将这只雕鸮送到了当
地动物救助站。几年前，在汐子派出所
上班的张晓天，曾在北山咀村成功救助
了1只雕鸮雏鸟。民警提醒广大群众，
遇到野生动物不要自行处理或非法售
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民警和动物
保护部门。 （暴国忠 吴佳琪）

宁城县
民警再救国家级保护动物

□本报融媒体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察右前旗
察哈尔工业园西侧内蒙古创奇智能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踏入厂房，便看
见坐在轮椅上的张智杰正与右手残
疾的工人赵文多忙着包装刚生产好
的智能升降平台。

“这批升降平台要在这几天发
往四子王旗。”忙碌了一会儿，张智
杰结束了手中的紧要工作，向记者
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今年36岁的张智杰，本来有一
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凭借敢闯敢干
的拼劲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创建了
一家酒店。可是2008年回家探亲
时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变成了一
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那一年，为了做开胸手术，张智
杰变卖了家产，欠下了外债，妻子和
他离了婚。“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对未来没有了方向和目标。”浑浑
噩噩地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
天看到为他整日操劳的父母，他才

“醒了”。
“身残志不能残，自己不努力，

谁来帮助你！”父亲的一番话，激发
了张智杰的斗志和骨子里不服输的
劲头。

几经思索，张智杰选择在QQ
上卖一些电子产品，时间久了，他开
始渴望外面的世界，有了想走出去
的念头，脑袋里开始琢磨创造一台
方便上下楼的工具。于是，他不断
地学习电子及机械制造类专业知
识，终于成功设计出了一款楼道智
能升降机，后来被称为第一代升降
平台。

就这样，张智杰在艰难奋斗的
道路上，一步步努力打拼着。他又
摆起地摊儿。

张智杰回忆道：“有一天晚上7
点多，突然起风，眼看雨就要来了，
摊贩们都赶快收拾东西，我却和顾
客讨价还价，不愿意放弃这单买卖，
不一会儿，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
下来，顾客扔下产品撒腿就跑，一股
强风将遮阳伞吹走，货架也翻了，电
子产品散落一地，坐着轮椅的我手
足无措，孤立无援，在那时我就决定
要专心研究升降平台。”

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就业局的
关心和鼓励下，张智杰走进了成人
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拿到了奖学金，

顺利毕了业，并开了创奇数码店。
就业局还为张智杰的公司搞了招聘
会，吸纳了技术人才，创建了技术团
队，并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提供了
就业岗位。

张智杰的努力有了回报，公司
经营不到一年就荣获“自治区级创
业示范店”称号。看到有那么多的
残疾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张智杰
决心要带动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2017年2月，在当地各级领导
和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张智杰经过
坚持不懈努力，注册300万元，创立
了内蒙古创奇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并将创奇数码店并入旗下。“由
于肢体带来的不便，大多数残疾人
会选择一楼居住。但受楼道台阶等
制约，不少残疾人朋友自主出行受
到限制。有了升降平台，残疾人能
自己走出家门，这不仅提高了他们
的自理能力，同时也减轻了家人及
护理人员的负担。”张智杰说。

这一路走来，张智杰虽然尝尽
人间冷暖，但社会带给他更多的温
暖。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残联多
次出面帮助，更让他有了一路向前
的勇气。

成功后的张智杰不忘回馈社

会。2020年，公司扩建了5亩生产
厂地，招收了41名残疾员工，其中
低保户32名。对于公司的41名残
疾人来说，张智杰既是他们的老板，
更是他们的“亲人”。工作中，张智
杰带着他们一起干；生活中，张智杰
又时刻关心着他们。

“通过残联培训，来到了创奇科
技有限公司，在这里我学会了焊接，
学会了很多东西。在张哥和闫哥的
帮助下，我生活越来越好了，也可以
养家糊口了。”公司员工郑德懿说。

现在，无障碍升降平台已经更
新到第五代了，其各项指标均符合
国家标准，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
系认证，并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张智
杰还为此注册了商标。

升降平台销路不用愁，在集宁
区无障碍样板工程的示范和自治区
各级领导的推广下，创奇公司开展
了乌兰察布市11个旗、县、市无障
碍升降平台全覆盖工程，“同时，我
公司生产的无障碍升降平台已辐射
到周边城市。”张智杰喜滋滋地说。

公司的前景一片光明，张智杰
心中又有了新打算：“预计两年内将
创立100+就业岗位，服务更多残疾
人。”

残疾人张智杰把“无障碍”事业做大了

本报鄂尔多斯2月2日电 近几年，
准格尔旗民政局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方面
不断探索新路子，催生出了多元化的养老
模式，让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该旗民政局高度重视老年人福利工作，着
力在夯实基础、创新模式、完善政策上下功
夫，全面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初步构
建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
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社会化体
系，不断满足全旗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
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截至目前，全旗共有
各类公办、民办养老机构13家，幸福互助
院12家，多元化的养老模式让老年人真正
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准格尔旗融媒体中心 梁小旭）

准格尔旗
多元化养老让老人老有所养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摄影报道

坐看茫茫雪海，品味民族佳肴。日前，“伊德喜”
冬储肉推介活动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草原
深处的辉苏木乌兰图格嘎查银阿木吉湖畔举办。浓
郁的民族风情，吸引了周边牧人和游客纷至沓来。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零下25摄氏度
的严寒不能阻挡牧人的热情。场地中央直径近2米
的超大铜制火锅热气蒸腾，鲜美的涮羊肉让慕名而来
的人们一饱口福。先尝后买，吃过涮羊肉，再尝几块
肥瘦相间的牛排、烤几个肉串，正宗的鄂温克辉河牛
羊肉让人垂涎欲滴，入口留香。不到2个小时，刚刚
宰杀的十几头（只）新鲜牛羊肉被一抢而光。

牧人的盛会怎能少了歌舞与竞技！激情四射的
民族舞蹈、悠扬的蒙古族民歌、传统的打瑟日表演、现
代的雪地摩托竞速大赛，让人仿佛置身于牧家的丰收
节里，感受到牧人的富足和欢乐。

为扩大社会效益和提高经济收益，本次活动通过
新媒体模式，在活动现场开启互联网线上销售和抖音
直播带货，进一步提升了鄂温克辉河牛羊肉品牌知名
度。活动中还举办了感恩牧人颁奖仪式和畜牧业产
业发展座谈会，同时展出辉苏木4位非遗传承人的特
色作品和部分地产畜牧商品。

别样体验别样体验““伊德喜伊德喜””冬储肉冬储肉

品尝大火
锅涮羊肉。

现场售
卖牧家自制
的奶制品。

超大铜
制火锅热气
蒸腾。

先尝后买，现场售卖当地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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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美的涮羊肉让慕名而来
的人们一饱口福。

在计量监察人员监督下，新
鲜牛羊肉被一抢而光。

本报锡林浩特2月 2日电 近日，
苏尼特右旗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举办了“母爱之歌”“国家的孩子”
回忆录主题网络演讲比赛。演讲比赛分
为故事和回忆两部分，共39人参赛。赛
汗塔拉镇巴润宝拉格嘎查牧民其仁道尔
吉说，我们来到这片草原已经有60多年
了，在阿爸和额吉的呵护下长大成人是
我们一生的幸福与幸运，我们也会教育
孩子要成为爱党爱祖国的有用之才。演
讲比赛以歌颂祖国、歌颂党恩、歌颂父母
的养育之恩为主题，亲身经历过那段历
史的“国家的孩子”们深情表达着对党和
祖国的深深感恩之情。

（苏尼特右旗融媒体中心 杨爱娟）

苏尼特右旗
举办颂党恩网络演讲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