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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
阿拉善高新区：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5 月的大漠，草长莺飞，走进阿
拉善高新区，只见一个个重点项目
如火如荼在抓紧施工建设中，处处
是繁忙而催人奋进的景象。项目
建设是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今年阿拉善高新区全力
以赴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确保
重点项目保质保量推进。截至 4
月底，该高新区已开复工项目 15
项，开复工率达 83%，累计完成计
划投资 8.3 亿元。

在内蒙古齐晖药业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医药中间体二期项目已
经进入试生产阶段。2019年，公司
总投资 10 亿元建设医药中间体项
目，分两期建设阿苯达唑、芬苯达
唑、甲苯咪唑、地克珠利、五氯柳铵
5 种兽用原料药，项目全部建成投
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0亿元至
12 亿元，缴纳税金 1.1 亿元，新增就

业岗位 300 个。该项目一期投资 4
亿元，于去年正式建成投产，产品大
量出口，产品订单饱满。“我们二期
项目已经安装完成、调试结束，试生
产已经开始，5 月底完成试生产进
行达产，完成达产以后生产销售能
达到 5 亿到 6 亿元。”公司总经理张
平虎告诉记者。

新 建 项 目 也 在 加 快 建 设 步
伐。在内蒙古中盛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还原铁第一期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进行项目主体结构封
顶工作。该项目总投资 26.3 亿元，
前期以焦炉煤气作为还原剂，后期
将以富氢为还原剂，生产洁净钢、
优质钢、特殊钢生产不可缺少的原
材料——直接还原铁，项目还将配
套建设自备发电厂。项目建成后，
可以年产 48 万吨直接还原铁，实
现每年减少 20 吨碳排放，年利税
近 1 亿元，预计 8 月正式投产。“我
们的一套系统每年能发电 2 亿度，
颠覆了中国炼铁的传统工艺。到

明年再有一条线生产，也是 48 万
吨，我们计划连续 10 条线进行生
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席远龙说。

据悉，2021年阿拉善高新区计
划实施重点建设项目 7 大类 43 项，
总投资 35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4
亿元，同比增长 36%。为了加大重
点项目建设力度，阿拉善高新区多
部门积极对接企业，加大工程实施
进度的协调调度力度，帮助企业协
调水、汽、污、运等生产要素保障，不
断增强服务意识、精简办事程序、提
高服务效能，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和外部条件，
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我们制定项目推进时间表，
对项目进行挂图作战，继续实施好
领导干部关联项目和定期对项目
进行调度的机制，落实好企业投资
的项目承诺制，做好各项要素的保
障工作，推进一对一帮扶和点对点
服务，实行一企一策，对未开工的
项目进行集中会诊，确保 2021 年

项目进展顺利。”阿拉善高新区发
展改革和经济统计局局长赵龙刚
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年来，阿拉善高新
区以创建国家高新区为目标，坚持
把“绿色”作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
面建设生态工业园，现已基本构建
起以盐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为
主导的循环经济格局。“十三五”以
来，阿拉善高新区精细化工产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12%
提升至 23%；新材料产业方兴未
艾，产值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占比达到 10%。该高新区作为阿
拉善盟产业集中集聚区，2020 年
重点对接洽谈项目 138 个，签约 36
个，总投资 466.3 亿元，落地 30 个，
总投资 357.7 亿元，完成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资金 50.1 亿元，项目的签
约数、投资额、落地开工数等指标
均居该盟第一位。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李彦军

育肥户与繁殖户签订收购羊羔
意向协议，联合体与饲料销售公司签
订供应合作协议，羊肉产品销售企业
与联合体签订羊肉定向收购协议，羊
肉收购企业向养殖示范户赠送40台
自动饮水恒温槽⋯⋯近日，鄂尔多斯
细毛羊产业化联合体产销签约会在
乌审旗嘎鲁图镇举行，活动现场人头
攒动、气氛热烈，联合体、企业、养殖
户签约多项合作协议。

“此次产销签约会达成了一批合
作意向，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打通供
应链，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多元经营主体合作共赢。”鄂尔
多斯细毛羊产业化联合体理事长王
俊怀说，通过产业化联合做大做强全
产业链，一方面促进了养殖户、合作
社与龙头企业分工协作利益联结，另
一方面有利于龙头企业瞄准市场对

接需求，以稳固的销售渠道提升产品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竞争力。

作为鄂尔多斯细毛羊的核心养
殖区，近年来，乌审旗嘎鲁图镇依托
区位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基础，紧紧
围绕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以联农带农
惠农为抓手，集中力量培育壮大优势
产业链，念好“融”字诀、擦亮“金招
牌”，千方百计联农带农创出“好钱
景”。2020年，嘎鲁图镇被农业农村
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在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中，“鄂尔多斯
细羊毛”品牌价值为13.93亿元。

针对养殖成本较高、良种繁育
体系不完善、流通环节不畅、产业经
济效益较低等问题，嘎鲁图镇高度
重视鄂尔多斯细毛羊产业发展，积
极搭建产供销一体化平台，不断增
强细毛羊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依托产业化联合体载
体，在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合作社
及农牧户之间搭建‘利益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增加农牧民收入，助推
全产业链增值增效。”嘎鲁图镇副镇
长王浩宇介绍说，嘎鲁图镇强化创
新引领，实行统一品种、品牌、技术、
饲料、销售“五统一”模式，推动育
种、繁殖、育肥、屠宰、加工、流通、消
费等环节有效衔接，实现产业发展
与联农惠农相融互促，为产业持续
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我们收购的细毛羊羊肉主要销
往北京、上海等地，颇受顾客青睐。今
年公司将收购鄂尔多斯细毛羊1.5万
只，其中生态散养5000只。”天宇源科
贸（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印坤说，
通过联合体实施标准育肥、规模养殖，
虽然羊肉收购价每公斤高于市场价4
元至10元，但是可以解决品种纯度不
同、体型大小不同等诸多问题，特别是
货源充足、品质保障，进一步提升了产
品商品化程度和市场化竞争力。

“以往我家每年向外销售200多
只细毛羊羊羔，每只售价 1000 元左

右。今年加入产业化联合体后，我计
划从联合体成员中再收购 800 只羊
羔，连同原本准备出售的200多只羊
羔全部按照统一标准育肥，出栏时由
联合体统一进行销售，这样每只羊可
增收 400 元左右，预计今年可增收
40万元左右。”嘎鲁图镇布寨嘎查牧
民呼格吉勒图干劲十足。

据了解，2018 年 8 月，嘎鲁图
镇成立鄂尔多斯细毛羊产业化联
合体，联合 9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3 个专科院校、2 个产业发展技术服
务中心、20 家专业合作社，联结周
边农牧户 3100 多户，全面构建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
的鄂尔多斯细毛羊产业发展新体
系。目前，全镇鄂尔多斯细毛羊年
销售量达 15 万只以上，细羊毛年产
量 1090 吨，年创经济效益 2.25 亿
元 ，约 占 全 镇 农 牧 民 总 收 入 的
60%，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嘎鲁图镇：联合体联农惠农创出“好钱景”

锡林浩特市：
政法队伍“开门搞整顿”
线索办结率达 82%

本报锡林郭勒 6 月 1 日电 为深
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锡林
浩特市坚持“开门搞整顿”，多角度、多
方式、多渠道倾听群众呼声和诉求，及
时公布专项整治内容，通报查纠整改
进展，真正做到教育整顿过程让群众
参与、受群众监督、由群众评判，不断
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该市运用新闻发布、设立举报箱等
方法，广泛收集群众举报线索。截至目
前，政法系统共发布报道、专栏及推文
521条，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89次，大型
宣传展板 30 余块，放置宣传易拉宝和
摆台 600 余处，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份。
该市还通过对收集到的各类问题线索
和意见建议的全面整理和深入剖析，共
梳理顽瘴痼疾 4方面、11种情形、29个
主要问题。同时，大力开展自查自纠，
主动自查出各类问题468条，政法干警
自查被查人数92人。持续开展线索核
查办理，受理各级各类案件线索 150
件，办结124件，办结率达82%。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
力格巴特尔）

自治区级首个乡村振兴
创新联合体落地清水河县

本 报 呼 和 浩 特 6 月 1 日 讯 日
前，在呼和浩特市与内蒙古农业大学
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服务乡村振兴行
动启动仪式上，清水河县人民政府与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内蒙古农业
大学签订共建乡村振兴创新联合体合
作框架协议书。这次合作意味着内蒙
古自治区首个乡村振兴创新联合体落
地清水河县。

据了解，清水河县乡村振兴创新联
合体重点围绕“建设种业基地、实现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和打造校地合作样板”
三个方向开展合作。一是开展优质小
香谷、黑黍子、燕麦、杂豆、胡麻等特色
作物品种提纯复壮，恢复品种优良种
性；二是开展肉羊、肉牛、奶牛、奶山羊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提高良种覆盖率；
三是开展特色作物标准化种植技术研
究与示范；四是开展高产攻关田和核心
区建设，通过土壤质量提升综合模式示
范、水肥一体示范、不同作物轮作蓄水
保墒水肥高效模式试验，探索可复制可
推广的绿色技术模式；五是把有发展前
景的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成教
学实践场所、科技成果推广的窗口和中
试转化的实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就业机会，为地方培养乡土人才；六是
以建设完善清水河县乡村振兴综合试验
站为依托，一手抓产业发展研究、科研攻
关、关键技术开发和新品种新技术新成
果开发转化利用，一手抓基层农技骨干、
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等人才培养和示范
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把清水河县打造成
呼和浩特市乃至自治区种业推广试验
点、乡村振兴样板县。 （赵静波）

凉城县：
图书馆为盲人
免费借发智能听书机

本 报 乌 兰 察 布 6 月 1 日 电 近
日，为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提升盲人阅读服务水平，凉城县图书
馆联合县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点滴献
爱心 助残一家亲”——盲人智能听书
机集中借阅办理暨现场培训活动。

活动中，县图书馆与县残联签订
《盲人智能听书机外借服务协议书》，
以免费借出的方式向 20 位残疾人发
放盲人智能听书机，并进行现场培训，
教会其使用智能听书机。盲人李二仔
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残疾
人的关心，有了听书机，我就融入了社
会，既能听新闻，又能听书、听戏、听
歌，让我黑朦朦的世界充满了光明。”
据了解，凉城县图书馆为盲人免费发
放的智能听书机，是一部具有上网功
能的听书机，支持多格式电子书语音
合成朗读、歌曲播放、语音导航、收音、
电子词典等多种功能，依托互联网实
现个性化、多功能阅读及语音控制功
能，为盲人朋友打开一扇阅读大门。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日前，商都县投资 3200 万元建
成乌兰察布市首家医养院，总建筑面
积 14000 平 方 米 ，其 中 养 老 用 房
11400 平 方 米 ，医 疗 用 房 2600 平 方
米，设置床位 305 张。该院的建成使
用，有效地缓解了城乡老年人养老入
院难问题。

（商都县融媒体中心 鲍永福）

●为倡导生态环保、绿色出行，扎
赉特旗音德尔镇镇区首批共享电动车
上线，正式供城镇区居民使用。首批
共享电动车共投资 400 余万元，以音
德尔镇商业闹市、企事业机关单位为
中心投放 950 辆，设置停放点 20 个。

（扎赉特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科右中旗召开民兵应急
连集合点验暨基干民兵开训动员大
会，明确应急连 2021 年参训对象，并
从“要确保参训时间、要打牢训练基
础、要加强安全防范”等 3 个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号召全体民兵积极投身练
兵备战和经济建设工作中。

（科右中旗融媒体中心 李枭宇）

●为进一步方便广大社保待遇领
取人员资格认证，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近日，阿荣旗霍
尔奇镇莫尔顶村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
朋友圈宣传推广使用“内蒙古人社”手
机 APP 自助认证活动，不仅解决了群
众实际困难，也打通了老人信息联通的

“最后一公里”。 （穆丹丹 郑永花）

●日前，鄂温克族自治旗青少年
事业发展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
是团旗委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拓宽
和规范青少年权益维护渠道，服务青
少年成长成才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为
各级团组织更好服务青年成才、巩固
和扩大共青团的群众基础提供了新的
重要阵地。

（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目前，正值各类盗挖案件高发
期，牙克石市乌努耳镇积极开展打击盗
挖、盗采、非法收购野生药材专项联合
检查行动，在排查的同时，普及相关法
律和政策规定，向居民宣传野生植物资
源保护法规，提高辖区群众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的意识，切实保护野生植物资源
及森林草原生态环境。 （李拓）

●近日，新巴尔虎左旗残联开展
文化进家庭活动，与残疾人朋友及残
疾人家属一起“读一本书、看一场电
影、参观一次展览、参加一次文化活
动”，此活动有效促进了残疾人充分融
入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真正体现了各级残联组织对广大服务
对象的关爱与帮助。 （朝乐）

●日前，土右旗出资 12.72 万元为
全旗 16.31 万在籍农牧民购买因洪水、
龙卷风、暴雨、雷击、火灾、爆炸、冰雹等
自然灾害，新冠肺炎、鼠疫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以及拥挤踩踏、见义勇为等
造成人身伤亡提供封顶 22万元的保险
保障，现资金已拨付到保险公司，保险
以农牧民户籍身份作为理赔依据，基本
实现全覆盖。 （土右旗融媒体中心）

●额济纳旗开展“学党史 办实
事 科普进校园”科普活动，以“走进化
石世界，了解地球历史”为主要内容，
通过丰富的图片及动画短片等方式，
生动地向参加科普活动的师生普及了
古生物的进化及灭绝、地球演化历史
等相关知识，展示了地质研究的新成
果。 （额济纳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阿左旗面向社会聘任了
12 名医疗保障基金社会义务监督员，
他们中既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也有基层工作人员、退休干部等，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愿义务，主要
职责是对街上各类定点医院、药店、诊
所、牙科等开展社会监管。

（阿左旗融媒体中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乌拉特中旗举办了全旗中小学生

“红色少年心向党 同心共筑中国梦”
绘画比赛。通过绘画比赛的形式，将
阅读推广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引
导广大居民全面了解建党百年的光辉
历程和伟大成就。

（乌 拉 特 中 旗 融 媒 体 中 心 王
硕礼）

﹃﹃
插插
﹄﹄
满希望满希望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阿荣旗迎来
水稻插秧的好时节。10 万亩稻田里，处
处是稻农忙碌的身影。运输稻苗、机械
插秧、地头补苗⋯⋯稻农们分工明确，
为一块块稻田披上“绿装”，“插”满希望。

“旗里的党员干部和技术员手把手
给我们指导，春播很顺利，周边的农户
也过来，边打工边学技术。”新发乡新
发村水稻种植大户彭金春说。

开播以来，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农技
部门在阿荣旗开展“优质水稻绿色节水高
效技术协同推广”活动，在选择良种、适时
播种、培育壮秧、合理施肥、科学管水、病
虫草害防控、机械化栽培等水稻绿色提质
高效配套技术上开展试验示范和推广。
今年，不少稻农把稻田流转给了种植大
户，阿荣旗水稻种植产业进一步实现规范
化、集中化、标准化、机械化。新发乡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邀请种植能手给稻农培
训，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技术。

为了加快插秧进度，稻农们清晨就
来到田里劳作，中午在稻田边吃饭边休
息，而后又投入紧张生产。在农业机械
助力、农技人员支招下，阿荣旗水稻插
秧有序展开，将于近期全面结束。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李新军

实习生实习生

卢永久卢永久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云视角视角

田田

稻稻

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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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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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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