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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市·速览
盟市·风景线

盟市·聚焦

本报阿拉善8月22日电 （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曹明宇）日前，商务部公布了国家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名单，阿拉善高新区盐化工基地被
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这是阿拉善盟
首次获批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也是国家对
该盟外贸转型工作成效的肯定。

据了解，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是国家重点
扶持和发展的集生产、出口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集
聚体，加强基地建设有助于稳定和畅通外贸产业
链、供应链，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阿拉
善高新区坚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抓手，做大做
强外贸龙头企业，把扶持外向型企业，支持外贸
出口产品生产、建设作为培育外向型经济的着力
点，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型材料产业。依托园
区科创优势，在产业集中、生产技术水平、企业创
新能力、安全环保节能等多方面不断增强的带动
下，阿拉善高新区盐化工逐渐向更加清洁绿色工
艺的方向迈进。

走进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
量部仪器室里，只见实验员正在使用刚刚更新升

级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设备对核级钠、金
属钠、高品质液态钠中的多种微量元素进行检
测。“该设备具有检测效率高、准确度高及灵敏度
高等优点，灵敏度可以达到十万亿分之一，可使
产品满足国外客户的更高要求。“近年来，我们公
司通过对国内外引进的技术进行不断学习、消化
和有机结合，不断提升产品品质。”该公司技术质
量部部长助理苏布德介绍说。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为
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工作，加大研发费用投入，加强技术储备，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巩固企业在盐化工行业的领先地
位。今年，该企业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认可，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实验室认可证书》，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国家标准、
检测技术能力达到了行业先进水平，获得了参与
国际间实验室双边、多边合作的“通行证”，在保障
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新品研发、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助力行业向前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所出具的证书报告在国际间互认，为进一步

拓展企业的国际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内蒙古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后处理车

间，设备有序运转，轰鸣的机械声不绝于耳，工作
人员按下设备启动键，便可实现自动进料、自动
压榨、自动卸料、自动清洗滤布。这是该公司投
入1.2亿元资金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的靛蓝后处
理设备。该设备的投用，不仅节省了普通压滤机
工作需人工卸料和人工冲洗滤布的程序，靛蓝产
品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了生产
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增加了靛蓝年产出量和产
品出口额。“近几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对装置集中
大型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投入力度，已建成了水
的循环套用、靛蓝后处理等装置。”公司总经理助
理栾华军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靛蓝生产企业，内蒙古泰兴
泰丰化工有限公司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存发展
的“命脉”，通过加快推进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
装备升级，对工程、工艺的逐年改造，引进新技
术、应用新材料、安装新设备，产品质量不断提
升，一次合格率达100%，铸就靛蓝染料的国际

品质。“这些装置的建成，在减员增效、节能降耗、
产品质量提升等方面成效显著，大幅提升了靛蓝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完全能够满足国内国际客户
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产品出口再
创历史新高，达到1085万美元。”栾华军说。

目前，“泰丰”牌靛蓝产品除内销外，已外销
到中（南）美、欧盟、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及东南
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截至今年上半年，阿拉善高新区进出
口总额 5.37 亿元，同比增长 127.80%；出口量
49311吨，同比增长192.21%。“今后，阿拉善高
新区将进一步发挥好盐化工传统产业的支撑作
用，重点抓好延链、补链、强链项目，推动盐化工
向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转变，进一步发挥比较
优势，加快形成具有产业特色、优势突出、集约化
发展的外贸产业集群，增强对产业和地方经济发
展的带动、示范作用。从而加快外贸结构调整，
巩固提升传统优势，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促进
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阿拉善高新区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强说。

外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靛蓝染料就出自这里——

阿拉善高新区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整齐美观的民居，宽阔平整的道路，恬静优
美的自然景观和舒适的乡村生活相映成趣。

每天傍晚，66岁的汉族大婶王淑春穿上红
色蒙古袍，扎起蓝色条纹的腰带，伴着欢快的四
胡音乐，在文化广场和20多位村民跳起欢快的
安代舞。

这个约1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是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敖包嘎查最热闹的地方。
村民常在这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赏节
目、话家常，过着亲如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巴彦敖包嘎查以蒙古族村民居多，但这个
村的汉族、蒙古族、俄罗斯族、满族、傣族5个民
族的村民，多年来自由通婚，邻里之间和睦相
处，有困难互帮互助，亲密无间。

“我们村的老百姓都相处得很好，像一家人
一样。”巴彦敖包嘎查党支部书记张军说，“在
我们村，邻里来来往往，感情越走越深，民族团
结进步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在兴安盟广袤的农村牧区，各民族农牧民
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融入在了这一片片枝
繁叶茂的文化阵地之中。

写字、排舞、练歌……每天下午，科右前旗
兴科社区活动室总是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这个活动室为辖区上万名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提供了场所。

正如兴科社区文化活动室，兴安盟城镇里
的一个个社区活动室早已成为增进各民族感
情，提升各民族民生福祉，提高人们文明素质、
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阵地。

近年来，兴安盟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
团结，倍加珍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
范盟”荣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加强基层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深化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努力构建各民族相互尊重、团结融合、和睦共处
的精神家园。

为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家庭和
睦、邻里和谐，科右前旗碧桂园社区成立了由多
民族居民组成的歌唱队、广场舞蹈队，每周定期

开展不同主题的文化活动。该社区居民陈万和
说：“每天我们到这里来唱歌跳舞奏乐，生活充
满了幸福和快乐。”

扎赉特旗的朵兰社区，经常在社区文化活
动室开展活动，丰富社区各族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在每个居民心
中，构建各民族群众共有的精神家园。

“你只要在我们社区住过，就不想搬家了。”
朵兰社区居民王凤华很自豪，教书画、唱京剧，社
区文化家园是她几乎每天都要来“报到”的地方。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既促进各民族居民
彼此间的了解和交流，也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更增强了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了各族
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朵兰社区党支部书记
邢丽英说，社区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辖区的
每一名居民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眼下，遍布兴安盟城乡的文化广场和社区
文化活动室，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平台，为兴安盟各族群众构筑起共同
精神家园，让各族群众休闲有乐园，精神有家
园，生活更美好。

兴安盟兴安盟：：精神有家园精神有家园 生活更美好生活更美好

本报包头8月22日电 （记者 格日
勒图）近日，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投资4.7亿
元实施的运煤铁路专用线和输煤系统建设
项目的专用铁路线全线通车，翻车机、输煤
皮带等主体设备已基本完成建设，预计8
月底投入试运行。

为了进一步减少运煤汽车尾气、噪声
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影响，2020年4月，包
头铝业有限公司开始实施运煤铁路专用线
和输煤系统项目建设。该项目实施后，能
够减少汽车运煤量70%-80%，每天进入
厂区的运煤车辆将由现在的600余辆减少
至100余辆，而且该项目采用全封闭皮带
输送，在卸煤、输煤过程中完全可以达到

“煤不见天”的效果，对周边环境质量的改
善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建成运煤铁路专用线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22 日讯 （记者
刘洋）近日，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下发
《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关于2021年度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核定及差额调整
等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
定呼和浩特市2021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基数。

《通知》确定了职工个人、单位 2021
年全年缴费基数和灵活就业人员2021年
7月至 2022 年 6月缴费基数。职工个人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以本人发放的工
资总额或薪金总额计算，可参照本人上年
度发放的工资或薪金总额（包括各项补
贴、奖金等）的月平均工资（年度发放的工
资总额÷12）来确定，单位缴费基数按照
本单位参保人员缴费基数之和核定。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工资低于5075.06
元（6343.83元×80%）的，按5075.06元核
定缴费基数；月缴费工资高于5075.06元低
于19031.49元（6343.83元×300%）的，据
实 核 定 缴 费 基 数 ；月 缴 费 工 资 高 于
19031.49元的，按19031.49元核定缴费基
数。呼和浩特市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灵
活就业人员等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人员，2021年7月至2022年
6月缴费基数按照6343.83元核定。

《通知》规定，呼和浩特市灵活就业人
员基本医疗保险核定缴纳本年度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
月 20日。灵活就业人员可选择市四区政
务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就近核定
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基数。

呼和浩特市
确定2021年度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本报赤峰8月22日电 （记者 王塔
娜 通讯员 宋玉静）2021年，赤峰市将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之
一，印发了《赤峰市2021年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方案》，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打
造“技能赤峰”工程。

继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大
力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截至6
月末，共开展企业职工和各类就业重点群
体培训15843人次。

继续全面推进企业职工技能等级自主
评价和社会培训评价工作的开展。全面开
展技工院校学生技能等级评价，畅通中职
学生、技工生就读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的
渠道；积极开展社会培训评价机构的征集
评估、注册备案工作，解决技能培训及劳动
者技能评价需求；推动企业建立生产技术
工人“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成长体系，为
优秀技能人才建立成长通道。

规范技工教育教学模式，推进校企合
作。全市11所技工院校针对地方产业发
展、企业需求制定了招生计划，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班列入了计划范围。技工院校主
动承担社会培训，目前共有7所技工院校
与17家企业合作开展学徒制和企业职工
技能培训，技能人才培养能力进一步增强。

赤峰市
全力打造“技能赤峰”工程

本报通辽8月22日电 （记者 郭洪
申）当下，国内玉米价格居高不下，玉米生
产加工企业成本压力普遍加大，坐落在通
辽市的自治区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通
辽梅花生物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却一片繁
忙。

“玉米价格是整体生产加工中最大的
一块成本，面对居高不下的原材料价格，我
们一筹莫展，是海关的同志送来了‘金钥
匙’，让企业得以满负荷生产。”谈到企业
的生产情况，通辽梅花生物科技公司负责
人说。

针对近期国家粮食加工贸易政策进行
调整的变化和通辽的实际情况，通辽海关
抢抓机遇，第一时间深入相关企业开展政
策宣讲，为企业综合分析国内外原材料价
格成本变动趋势，支持企业利用规模化玉
米生产加工能力，吸纳国际低廉原材料要
素，扩大玉米进口加工贸易，真正用好“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

为解决企业对加工贸易生产新业态的
种种疑虑，通辽海关急企业之所急，制定了
一对一专属“服务包”，全链条全环节开展
帮扶。一方面强化政策服务供给，逐项就
海关监管政策规定进行解读，帮助企业少
走弯路，尽快熟悉掌握加工贸易管理规定
及相关要求。另一方面强化标准化体系建
设扶持，建立关企联络员制度，指导企业申
请加工资质及防疫体系建设，强化运输、装
卸、生产加工、下脚料处理等全环节监管服
务，精准帮助企业搭建高标准生产加工流
程。

目前，在龙头企业带动下，通辽地区玉
米生产加工企业加工贸易新业态持续推
进，相关企业整体成本降低约1亿元人民
币，玉米生产加工产业链、供应链得到了进
一步稳定，玉米加工贸易产品相继出口东
南亚等地区国家。

通辽海关
惠企办实事 帮企解难题

本报巴彦淖尔 8月 22 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近日，巴彦淖尔市教育局下
发了要求各校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严把入校第一关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要对照《中小学校秋冬
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
《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更新版）》内容和有关要求，坚持疫情防
控常态化。各地各校要紧盯疫情形势变化，

“早”谋划秋季开学工作，“早”做好防控措施
落实、校园环境维护、人员物资储备工作。
要根据疫情变化形势，随时启动应急预案，

“早”落实应急措施，“早”安排好师生返校和
新生报到工作。要严把入校第一关。学校
要提醒师生按照返校（开学）时间提前规划
行程，返校途中加强个人防护，倡导师生开
学前14天居家观察，并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和健康报告。秋季开学报名时师生须出示
和提交本人及近亲属近14天行程轨迹，本
人健康码、疫苗接种证明和接种禁忌证明，
杜绝中高风险地区接触人员进入校门。

巴彦淖尔市
严格抓好秋季开学
疫情防控工作

■盟市·看点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孟祥瑞 摄影报道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
山分局民警日前成功救助了一只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经内蒙古阿龙山森工公司野生动
植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比对确认，
该鸟为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东
方白鹳，全球仅存7000余只，有鸟中

“大熊猫”之称，非常珍贵。经民警及
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积极救助，东
方白鹳病情已明显好转。待其病情稳
定后，阿龙山分局将及时将其送到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

救助东方白鹳救助东方白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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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飚 王鹏 摄影报道

茶席插花陶冶情操、垃圾分类寓教
于乐、3D打印科技感爆棚……走进乌海
市青少年创意园，一个个新奇有趣且创
意十足的体验项目让参观学习的孩子们
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认真聆听、亲自上
手，一圈下来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知识。

“这些五颜六色的垃圾桶分别要放
什么垃圾呢？”在园区内的生态卫士工作
室内，一位参观的小朋友对垃圾分类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大家看，红色的垃圾桶放
的是有害垃圾，蓝色的代表可回收再利用
垃圾，餐厨垃圾要放进绿色垃圾桶，在生
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垃圾分类，这样我们生
活的环境才可以越来越美。”拿着不同的
垃圾桶模型，创意园的工作人员厉文佳耐
心地向孩子们讲述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和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孩子们则围绕在她身
边听得津津有味。简单的演示中，知识在
传递，孩子们的认知在提升。

占地72.6亩的乌海市青少年创意园

是乌海市重点打造的民生公益工程，也
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以创意体验为主题
的青少年活动场所。过去这里是一座废
弃的旧硅铁厂，2013年经过翻新改造，
这里重获新生，化身成一座“激发青少年
创新创意思维、培育青少年创新创意文
化”的智慧乐园。如今，这里共设有模拟
考古、抚沙掠影、3D工程师、DIY创意工
坊、创意多米诺、生态卫士、民族团结等
16个创意体验项目。每逢节假日，前来
学习参观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这里也
成为了乌海市中小学生课后进行科学艺
术实践的重要场所。

据乌海市青少年创意园园长边疆介
绍，自2013年开园以来，乌海市青少年
创意园已累计接待参观体验的青少年达
81万余人次。这些年创意园先后荣获

“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全国科普日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年科技教育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同
时还相继被兰州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确定为大学生青年假期
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垃圾分类寓教于乐。

体验模拟飞行。

茶席插
花 陶 冶 情
操。

由废弃工厂改建而成由废弃工厂改建而成。。

乌海市青少年创意园外景乌海市青少年创意园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