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下午，考生在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九中学考点结束考试后轻松走出考场。当日，全区大部分考生结束了高考，守候在
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也以不同的方式为考生们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王磊 刘墨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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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 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机制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增进友谊、扩大
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2月，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成功举行，我
强调新形势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要坚
持务实导向，扩大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提

出计划今后5年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累计价
值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争取未来5年
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翻番，继续
推进宁波等地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
示范区建设。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峰
会各项成果正在得到落实。

习近平强调，本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博览会的举办，有利于增进中国市场
对中东欧商品了解，有利于扩大中东欧

国家对华出口，有利于各方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促进经济复苏。希
望各方以此为契机，不断发掘合作潜力，
携手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当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幕，主题为“构建新
格局、共享新机遇”。博览会由商务部和
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的嘉宾和企业参展。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致电伊萨克·赫尔佐格，祝贺他当选以色列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近年来，中以两国各层级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持续推进。我高度重视中以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巩固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以色列当选总统
赫尔佐格致贺电

□本报记者 张兆成 刘宏章
马建荃 李晗 徐跃

走进大漠阿拉善，无论置身于繁华
的城镇，还是现代新农村新牧区的田间
草原，处处能感受到这个边陲大盟践行
新发展理念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与
魅力。近年来，阿拉善盟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统揽全局，持续探索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全面推进生态治理、工业经济转型升
级、民生福祉，描绘出了一幅绿色与发
展和谐统一的美丽画卷。今天的阿拉
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
化繁荣、生态改善、民族团结、边疆安
宁、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实施“三位一体”生态治理，让阿拉
善绿起来

5月底，记者一行在阿拉善左旗宗
别立镇茫来嘎查百万亩梭梭肉苁蓉基
地登高远望，茂密的梭梭林铺向天际，
盎然绿色遮盖住了昔日肆虐的漫漫荒
沙。不远处，农牧民们几人一组，正在
今年新栽种的梭梭林里实施浇水作业。

“近年来，我们种植了梭梭林，这些
年嘎查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风沙少
了。”正在给梭梭浇水的牧民王刚说。

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盟，
是自治区乃至祖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咽
喉和要塞，但全盟1/3是沙漠，1/3是戈
壁，1/3是荒漠化草原，生态脆弱区占到
整体面积的94%。为了改善恶劣的生
态环境，阿拉善盟以绿色发展理念统领

发展全局，围绕建设祖国北疆重要生态
屏障的战略目标，相继实施了天然林保
护工程、退耕还林（草）、“三北”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
重点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采取“以灌为主、灌乔草
相结合，以封为主、封飞造相结合”的防
沙治沙技术措施，形成了围栏封育——
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位一体”的
生态治理格局，全盟生态环境得到了有
效改善。截至2020年末，全盟累计完
成荒漠化治理任务8670.13万亩，实现
了连续7年每年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
超过百万亩，全盟草原和森林资源总面
积分别达到 28005.67 万亩和 3580.42
万亩。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整体遏
制、重点治理区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在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的一片飞
播区内，随着盛夏的到来，花棒、沙拐
枣、白沙蒿等沙生植物已全面返青，在
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部分植物的枝
干已长到了2米多高，让夏日的大漠焕
发出勃勃生机。

截至2020年底，阿拉善盟重点在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乌兰布和沙漠西南
缘、巴丹吉林沙漠南缘连续40年实施
了飞播林草治沙，累积飞播造林653.7
万亩。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和乌兰布
和沙漠西南缘形成了两条总长460公
里，宽3到20公里的大型防沙、阻沙“锁
边”防护林草带，有效遏制了腾格里沙
漠和乌兰布和沙漠的前侵蔓延，形成了

“绿带锁黄龙”的壮丽景观。如今，飞播
造林治沙已成为阿拉善生态建设的最
大亮点和全国治沙示范。

近年来，阿拉善盟持续推进生态建
设，实现了森林面积、资源总量双增
长。目前，全盟已建成2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6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保
护区植物种类数量不断增加，野生动植
物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其中，贺兰山国家级森林保护区
森林面积由2001年初的51.83万亩增
加到58.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1%增加
到57.33%，保护区内林草植被总盖度
达到了 80%，主要野生动物马鹿从
2000多头只增加到7000多头只，岩羊
由1.6万只增加到近5万只，整体生态
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聚力高质量发展，促工业经济稳健
前行

这几天，位于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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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期项目投资4亿元，于去年
正式建成投产，产品大量出口，产品订
单饱满。我们二期的项目已经完成安
装调试，已经开始试生产。预计近期能
实现达产，达产后生产销售额能达到5
亿到6亿元。”该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小
强告诉记者。

据了解，内蒙古齐晖药业有限公司
于2019年3月总投资10亿元分两期建
设医药中间体项目，生产阿苯达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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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 1.1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3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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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阿拉善盟：：践行新发展理念践行新发展理念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王连英

2021年6月6日这天，王帆轻松搞
定很多事。

8点10分，她走到小区门口，手机
扫码开了一辆共享单车，5分钟后，来
到地铁站。今天朋友一家要从外地来
呼和浩特旅游，她得去接飞机。

8点20分，在地铁上，她从美团订
了中午用餐的饭店，又在京东给住在乡
下的父母买了营养品。自从快递进村
后，因为方便，她给父母买东西的频率
明显增多，从吃的到用的，只要想到立
马下单。

9点，白塔国际机场接机处，她一
边等客人一边在手机上进行继续教育
专业课学习。

下午4点30分，她已经和朋友坐上
了去鄂尔多斯的动车。她要带着朋友
一家一睹国家5A级景区成吉思汗陵的
风采。

晚上7点30分，她已经陪着朋友喝
上了奶茶，吃上了手把肉。

……
“近年来，我区迅速发展的服务业，

让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越来越
便利、快捷、舒适，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王帆说。

王帆的愉悦感受是全区人民群众
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的真实写照。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方
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八
大以来，我区服务业快速发展，在转型
升级、动能转换、促进就业、扩大消费、
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新引擎。

结构，在发展中锁定“优”
6月 4日上午，呼和浩特市新城宾

馆，来自自治区政府、自治区金融办、内
蒙古银保监局、企业、银行、证券公司、
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产业引导基
金、投资基金、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的
250多人齐聚一堂，一场自治区金融支
持企业上市行动全面打响——

自治区服务企业上市“天骏服务计
划”发布；

涉及银企合作、政府引导基金战略
投资、IPO上市辅导、支持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金融主办行专项服务的15
个项目现场签约。

……

一项项行动的部署，尽显金融服务
全区企业拥抱资本市场的力量与格局。

这，是金融业不断强化服务实体经
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区金融业不断发展壮
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2020年，全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888.9
亿元，占全部服务业比重的10.5%，占
GDP比重的5.12%。全区金融机构人
民 币 存 贷 款 余 额 为 24970 亿 元 、
23249.2亿元，分别较2016年增长18%
和20.1%。在直接融资方面，2020年，
全区股票、债券融资 2643.5 亿元，是
2016年的2.06倍。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金融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的成果还体现在多方面——

现代物流业加快发展。2020年，
全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
值 1163.1 亿元，占全部服务业比重
13.7%，占GDP的比重为6.7％。目前，
全区获评国家A级物流企业47家，其
中4A级以上27家。乌兰察布——二
连浩特陆港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
物流枢纽成为首批127个国家物流枢
纽承载城市之一， ■下转第4版

服务业加速“跑” 城乡百姓乐起来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及庆玲）榜样似明灯，照亮
前行的路。6月8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街道
党工委、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健康街道党工委、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党委、通辽市卫健委党委、赤峰市敖
汉旗萨力巴乡党委、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党委、乌海电业
局党委、呼和浩特海关党委、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等多个
地区和单位分别举行了庄重简朴的仪式，向符合条件的老
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承载的是光荣与梦想、责任与激
励。在颁发现场，老党员们捧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爱不释手，仔细端详，纷纷表示，通过颁发纪念章，深切感
受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更加
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今后

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接续奋斗、勇担使命，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今年，中央首次向健在的截至2021年7月1日党龄达
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
念章，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中央统一部
署，全区县级党委和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工）
委将通过召开有关会议、举行庄重简朴的仪式、上门颁发、
走访慰问等形式向党员颁发纪念章，纪念章颁发工作将贯
穿六月，我区将有7万余名符合条件的老党员在7月1日
前获颁纪念章。

我区将有超过7万名符合条件的
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本报呼和浩特6月8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6月8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呼
和浩特把实施奶业振兴战略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之举，着力打造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加速奶产业结
构提档升级，推动奶产业专业化、规模化，奶业振兴发展，
带动和促进呼和浩特市从“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迈进。

据介绍，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已列入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两级“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实施项目，按照“一年起步、
三年建成、五年形成规模效应”的步骤展开。

该项目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着力打造全球
领先的乳业产业集聚区、人才集聚区、要素集聚区。

截至5月底，全球规模最大的日处理原奶6500吨的

液态奶生产基地、年产 6 万吨的高端婴儿奶粉生产基
地、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全球一流的种公牛育种基
地均已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生态、社会与经
济效益的综合提升，将对首府乡村振兴、奶业振兴战略
实施和农牧业绿色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进一步提升内蒙古以及呼和浩特市在全球乳业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

目前，首府开辟绿色通道，并出台实施《呼和浩特市乳
业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全力推动伊利现代智慧健
康谷项目建设，助推乳业企业做大做强。通过“以商招商、
以企引企”，吸引更多上下游及相关配套项目落地，形成奶
业产业集聚效应。

打造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助推首府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鄂尔多斯6月8日电 （记者 郝雪莲）6月8日，
鄂托克旗通用机场项目奠基仪式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
兰镇举行。该机场是鄂尔多斯市建设的第二个通用机场，是
鄂尔多斯通用航空运输网络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同时被列
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21年重点建设项目。

鄂托克旗通用机场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乌兰图克嘎
查，按照A1级通用机场标准建设，总占地面积640亩，项
目总投资 1.4 亿元，机场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约 1万人

次。同时可开展短途运输、飞行培训、旅游观光、勘察测
绘、农业低空喷洒、飞播造林、护林防火、应急救援等业
务。作为内蒙古西南部通用航空网络的重要一环，鄂托克
旗通用机场对构建立体交通网络、推动鄂尔多斯市旅游资
源整体开发及提高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机
场建成后将以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为纽带开通短途运输航
线惠及草原牧民，同时着力发展无人机、航校培训等新兴
通航业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自治区重点项目鄂托克旗通用机场
项目开工

本报巴彦淖尔6月 8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实习生 贺晓敏）激情的舞蹈，悠扬的笛声，富有民族特色
的长调和高亢的民歌，让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
格镇职工活动中心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特别课堂。近日，
乌拉特后旗乌兰牧骑以“党旗高高飘扬”为主题，通过“党
史+文艺”的形式走进基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通过《东方红》《赞歌》等一首首传唱已久的红色经典
曲目，传承红色血脉主旋律，将“党史课堂”搬到居民家门
口，居民们在愉快欢乐的氛围中，既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又
学习了党史知识。

“今天我们在家门口观看了乌兰牧骑的演出，听了很
多红色歌曲，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心情很激动，
希望以后能欣赏到更多关于爱国、爱党的系列节目。”居民
杨高鸣告诉记者。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拉特后旗乌兰牧骑深入各
苏木乡镇、嘎查村社区，以歌曲、舞蹈、小品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形式，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党的故事讲好
讲活，引导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截至目前，已为该旗
农牧民送上了20余场“党史课”，将党的声音、党的关怀、
党的方针政策传递到群众心中。

“作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我们乌拉特后旗乌兰牧骑队
员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演出
中。我们要把最接地气、最精彩的演出节目带给老百姓，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乌兰牧骑精神。今后，我们将继续以

‘党史+文艺’的形式编创出更接地气的精彩节目，深入到
农村牧区演出，让广大农牧民和我们一样知党爱党。”乌拉
特后旗乌兰牧骑队员苏拉娜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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