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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观察观察

““区中园区中园””产生产生““大效益大效益””

包头稀土高新区：

闪闪云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近年来，奶制品店如雨后春笋
般在镶黄旗的大街小巷遍地开花，
随着越来越多从业人员加入奶制品
行业，不断发展创新，奶制产品的种
类已达 30 多种，销售渠道不断扩
大，销售量也逐年增加，新宝拉格镇
坐实了“奶酪小镇”的美名。

近年来，镶黄旗依托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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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传统奶制品的优
势潜力，将传统奶制品产业确立为
重要富民产业和扶贫主导产业来重
点培育，实施全产业链提档升级项
目，促进了产业发展及群众致富双
赢。

“我把奶食品制作的过程拍成

短视频，发到网上，这样更受顾客
青睐。”制作奶酪过程的单条短视
频就能突破8万人次点击量的安格
尔奶酪店老板、大学毕业归乡创业
的伊日贵说。镶黄旗在传承奶制
品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目前，该旗乳清糖、酸奶等20多个
新品种已申报奶制品制作技艺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传统与创新在这里擦出
火花，让每一滴牛奶的故事上演得
更加精彩。

镶黄旗奶牛养殖户若力格尔苏
荣是诺明塔拉奶牛养殖奶制品加工
合作社成员，家里有 1300 多亩草
场，他家从2004年开始养殖奶牛，
从最初的2头奶牛已发展到现在的
20头，日产奶量400多斤，年收入达
到20多万元。

目前，越来越多的牧民专职从

事奶牛养殖业，使得镶黄旗奶牛存
栏达到3000头。该旗以合作社为
载体、养殖户为主体，建设完善标准
化棚圈、挤奶间、防疫室等基础设
施，引进和培育荷斯坦奶牛，通过科
学养殖、技术服务、清洁挤奶，提升
鲜奶产量和品质，并实行“统一选种
育种、统一饲养管理、统一防疫检
疫、统一鉴定分级、统一生产销售”
经营模式，强化饲草料、兽药质量监
管，全力打造绿色优质奶源基地。
仅 2020年，该旗投资 600万元，为
10个中小奶牛养殖场提档升级。

2019年，镶黄旗先后投入4000
余万元开工建设联合经营型传统奶
制品产业园。该产业园对入驻手工
坊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检验，规范生
产经营行为，为全旗民族传统奶制
品手工坊实现集群式、抱团式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产业园一期

新建4栋 38套总计6667平方米的
奶制品生产加工车间，每个车间建
设“四区一室”（发酵区、晾干区、加
工区、包装区和更衣室），并配备食
品级生产加工设备，可满足不同种
类生产加工需求。园区满负荷运营
后，将可提供200个就业岗位，年加
工鲜奶量 6000 吨，产值将达到
3000万元以上。

如今，镶黄旗共有民族传统奶
制品生产企业及＂三证＂齐全的手
工坊161户，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
过2000人。镶黄旗今后将继续强
化手工坊联合经营模式，加大优质
良种奶牛引进和扩繁力度，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冷链物流，打造锡林郭
勒奶酪品牌，建设“奶酪小镇”，走民
族化、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的发
展道路，真正让“镶黄旗味道”香飘
万里，走出全区、走向全国。

镶黄旗：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乳香飘

乌达区
一企业用全月双倍工资
留住职工“就地过年”

本报乌海 2月 18日电 为了
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号召，位于乌
海市乌达区的内蒙古源宏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通过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
包，安排丰富的年夜饭和文化活动等
措施，鼓励外地职工“留乌”过年。

为能让职工有“身在外地，暖似
家中”的过年感受，这家企业前期广
泛征求意见，全力做好稳岗留工和
关心关爱等各项保障工作，为职工
准备了丰富的“就地过年”大礼包，
除春节假期法定的3倍工资外，2月
份生产一线职工全月发放双倍工
资，同时职工食堂还准备丰富的年
夜饭，而且每顿都有加餐，节后还会
安排补休假，让大家在当地也能舒
舒服服、安安心心的过好年。据悉，
目前该公司900名职工中有98%的
职工主动留在当地过年。对于个别
确实有特殊情况的，公司还安排专
车将这些职工安全送回家中。

（融媒体记者 郝飚 乌达区
融媒体中心 方泽文 李银元）

锡林浩特市
为“动植物保护能力
提升工程项目”授车

本报锡林郭勒2月18日电 近
日，锡林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举行“动
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项目”业务专
用车辆授车仪式，共为8个苏木镇综
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国有农牧场
兽医站发放了动物防疫专用车辆。

据悉，锡林浩特市高度重视动植
物疫病防控工作，不断加大投入力
度，促成做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
工程项目”的落地实施，投入资金120
万元，采购了8台动物防疫车。此次
8辆动物防疫车辆的发放和投入使
用，将及时有效应对当前牧区动物疫
病防控日益严峻的发展形势，有力保
障牧区基层防疫工作队伍下乡走访
牧户、流行病学调查、病料采样、疫病
控制、出诊和运输各类防疫免疫药品
物资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新城区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处置应急演练

本报呼和浩特2月18日讯 为
进一步健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机制，完善应急处置流程，提高疫情
处置能力，近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开展了设置警戒区、隔
离区、消杀、对人员进行核算采样，对
密接人员到过的食堂、工作场所进行
封闭，展开调查等一系列工作。主要
检验辖区相关工作人员应急处理能
力及配合情况，包括疫情报告程序，应
急指挥能力，现场防护措施，流行病学
调查，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疫区消毒隔
离，采样及检测能力，应急物资储备及
各部门的配合调动等以及所采取的
各项处置措施是否科学、规范、有效。

（新城区融媒体中心 刘博）

●日前，乌海市海勃湾区滨河街
道镇北社区通过举办“送春联、炸油
饼、牛年吉祥迎新年”活动，为辖区居
民、党员、贫困户、“三无”人员等特殊
群体送去了暖暖的新春祝福。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苏尼特左旗红十字会2021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日前启动。据
了解，此次活动将为7个苏木镇的
206户困难家庭送去价值4.5万余
元的慰问物资，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
让群众在寒冬腊月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

（苏尼特左旗融媒体中心 马
世斌 武阳）

●为保障乘客有一个舒适温馨
的旅途，杭锦旗举办了“一杯热茶
一个口罩 一份爱心”春运暖程文明
实践活动，为乘客赠送免费的水杯，
并将一杯杯暖心的热茶递给每一位
乘客。同时，为进站乘客提供安全
提醒服务，用贴心的服务温暖每一
位乘客的回家路。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
其木格）

●近日，在巴林左旗林东镇西
城街道福山社区监委会委员的监督
下，根据辖区内各个小区的不同情
况，在辖区所有小区显著位置均设
立“民情民意收集箱”，将民情民意
收集延伸至居民身边、延伸至居民
心坎。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妇联走
进乌兰淖尔镇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
假期儿童安全知识讲座活动。活动
就溺水的危害性，结合真实案例，告
诫孩子们私自下水游泳的危害，以
及应对方法，并对交通安全、春节期
间燃放烟花爆竹的危险性等安全知
识进行讲解。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正蓝旗103个嘎查村、
9个社区已全面完成嘎查村、社区
党组织换届工作。换届后的班子呈
现出平均年龄下降，女性委员、大专
及以上学历人员、35岁及以下年轻
干部、嘎查村（居）委党员委员所占
比例显著提升的“一降多升”特点，
一批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
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优秀人才充
实到了嘎查村社区党组织班子中，
为高质量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保障。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 乌吉古
斯楞 乌达木）

●林西镇日前成立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方案，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
宣讲培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宣
讲服务等形式，全面组织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学习教育
活动，“面对面”听取意见，“心贴心”
谈心交流，“零距离”服务群众，打好
同心结，画好同心圆，走好同心路，
共筑中国梦。

（林西县融媒体中心 李清源）

●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使百姓过一个幸福、平安、文明、
暖心的新春，近日，杭锦旗开展了

“志愿服务暖人心 邻里互助年味
浓”活动，看望慰问就地过年的异乡
人、困难老人、老党员，为他们送去
亲手制作的麻花、馒头等年货，切实
送上节日的祝福和暖暖的关爱。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木格）

●近日，镶黄旗图拉嘎爱心公
益社团开展疏通道路志愿活动，并
到该旗G511疫情防控检查站送上
慰问品。据了解，图拉嘎爱心公益
社团 2015 年成立，2016 年 3月正
式注册，有100多名成员，成立以来
开展了300多次爱心活动，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给需要帮助的人
送上了温暖。
（镶黄旗融媒体中心菊娜 都力雅）

●2020年以来，兴和县立足“四
个到位”，积极开展城乡医疗救助工
作，极大地缓解了群众的医疗困难，
确保困难群体得到及时救助、据实救
助、应助尽助。2020年该县共实施
一站式医疗救助4269人次，累计发
放医疗救助资金364.27万元。
（兴和县融媒体中心 吕铎 海峰）

本报巴彦淖尔 2 月 18 日电
日前，乌拉特前旗红十字会开展了
第三批“博爱一日捐 温暖千万家”
元旦、春节慰问活动，发放了中国红
十字总会下拨的60箱送温暖慰问
物资，总计价值1.8万元，受益人数
200人。据了解，从 2020 年 12月
29日以来，乌拉特前旗红十字会展
开冬季送温暖系列活动，切实加大
对特殊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力度，
先后联合群团部门和扶贫办慰问了
30名蒙古族学生及 6名蒙古族教
师；联合妇联、团委、残联组织“点亮
微心愿”，完成196个微心愿，发动
社会力量关心关爱下一代；利用中
国红十字总会下拨物资慰问因意外
事故致贫、致残家庭等送温暖活动，
已发放送温暖慰问物资近8万元。

（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实习
生 林海涛）

乌拉特前旗
发放送温暖慰问物资
近8万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包头稀土高新区新闻中心 贾婷婷

在技术员南浩然的熟练操控
下，一根横截面 150毫米×150毫
米、长1275毫米、40孔的蜂窝体正
从模具中缓慢挤出。这是生产一组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第六道工序。
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入
驻企业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自主研发的稀土基烟气脱硝
催化剂，成功应用于百余项脱硝工
程，填补了国内外烟气脱硝催化剂
技术空白，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得益于稀土高新区的资源优
势和园区完善的配套服务，企业成
立以来发展势头良好，2020年产值
比2019年翻了将近一番。”公司总
经理王磊欣喜地说。

作为全国169个国家级高新区
中唯一以“稀土”资源命名的高新
区，包头稀土高新区始终坚持以特
色产业作为引领经济腾飞的不竭动
力，着力打造稀土应用产业园、希望
工业园、高端装备产业园3大特色

“区中园”，形成了以稀土、有色金
属、高端装备制造为主的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
2020年，包头稀土高新区希望

工业园、高端装备产业园总计48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404.8 亿元，同比增长 4.4%。该区
强化项目引领、完善基础配套、提升
服务水平，加强产业链招商和产业
集群建设，加快构建一个产业就是
一个“区中园”的发展新格局，为园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目前，稀土应用产业园已集聚
江馨微电机、英思特稀磁、希捷环保
等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稀土企业近
百家，已形成集科研、生产、检测、交
易为一体的稀土产业集群。完善的
产业体系和服务保障，为高新区打
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磁谷’和稀土
新材料千亿产业规模的目标打下坚
实基础。”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和高
新技术产业局稀土产业基地管理处
副处长张艳苹说。

自2020年以来，稀土高新区充
分发挥世界最大稀土集聚区优势，
重点推动大地熊、英思特等18个投
资亿元以上项目和新雨纳米材料、
利晨科技抛光粉等镧铈应用产业项
目建成投产，促进稀土研发链、材料
链、应用链转型升级，推动稀土永磁
电机、稀土合金产业发展壮大，聚企

成群、组链成网。
在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纵剪生产线，记者看到，一
台从日本引进、全国仅有3台的取
向硅钢极薄带分条机设备正在加紧
作业，企业历时4年研发出最薄达
到0.02毫米、最窄分到6毫米的取
向硅钢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企业研发中心主任刘宝志告诉
记者：“这款薄如纸页的硅钢带，是
传统取向硅钢的延伸产品，主要在
医疗、雷达、国电网、高铁信号指挥
系统等中高频400赫兹以上领域应
用。目前，威丰电磁是全国唯一一
家全工序、全流程生产极薄取向硅
钢带的生产企业，已形成300至500
吨的年产能。”

包头稀土高新区园区建设管理
局局长姬建军告诉记者，稀土高新
区有色金属产业以希望工业园为载
体，铝深加工产能达到135万吨，粗
铜及铜深加工产能达到15万吨，电
解铝、电解铜就地转化率均达到
100%。“震雄铜业10万吨高纯度、
高精细铜拉丝项目，包头常铝稀土
铝箔项目，华鼎铜业总投资5亿元
的增资扩产项目正成为拉动园区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推动有色金属
产业向百亿规模目标迈进。”

而在稀土高新区高端装备产业
园，以北方股份、北方创业、久益环
球等为龙头的企业，围绕矿山工程
机械、铁路装备等重点装备制造产
业，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和延伸产业
链条，全力建设全国最大非公路矿
用车辆制造产业集群和自治区重要
的矿山设备制造产业集群。以金海
新能源、天顺风能、泰胜风能、中车
电机等为龙头的企业，抢抓国家风
电抢装潮，着力引进中车定子、机
舱、叶轮等风电项目，加快形成风电
设备全产业链条。

包头稀土高新区是如何让“区
中园”成为企业集中、产业集聚、资
源集约的重要载体，带动区域整体
实力跃升的呢？

“这主要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极
大改善。”包头稀土高新区投资促
进局副局长银中美介绍说，近年
来，稀土高新区紧紧围绕高科技含
量、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好项目，
深入开展委托招商、以商招商、精
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和园区招商，
形成 12个细分领域梳理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和民营企业 500
强，坚持“高大”“新兴”“好强”“小
微”项目一起引、一起上，收效特别
明显。

□本报融媒体记者 额尔敦吉日嘎拉
鄂尔多斯日报融媒体中心 刘俊平
摄影报道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达拉特旗树
林召镇东海心村赵美玲家时，赵美玲
正在剪纸展厅里忙活着。在这里，记
者看到了她的剪纸长卷《百年党史》
的部分作品。赵美玲介绍，剪纸长卷
记录了从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百
年间的历史事件。

据了解，在创作过程中，赵美玲
通过深入学习了解中国革命史、中国
共产党党史，将一些历史人物、场景
等一一画到纸上，然后再用手中的剪
刀剪出来。

今年63岁的赵美玲是达拉特旗
农民剪纸艺术家、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达拉特旗剪纸代表性传承
人。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献礼，赵美玲创作了剪纸作品《百
年党史》，该作品在2020年中国版权
年会暨“远集坊”高峰论坛上荣获中
国版权最佳内容创作奖。

赵美玲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我想通过剪纸作品向
建党100周年献礼，歌颂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并取得非凡
成就的丰功伟绩，让每一个人深知现
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并好好珍
惜。”

目前，整幅作品还在继续创作
中。据介绍，《百年党史》剪纸长卷中
共涉及近 2000个人物，体现了 100
个历史事件。作品全部完成后将对
外展出，让更多人铭记历史，感恩中
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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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美玲的剪纸作品。

认真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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