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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市·风景线

乌海乌海：：智慧城市建设扮靓美好生活智慧城市建设扮靓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王春梅

今年，包头又是一个丰收年。
九原区哈业胡同镇金军家的房前
屋后都晒满了金黄的玉米、大豆，
他家种植的100亩玉米间作大豆
喜获丰收，一亩玉米间作大豆田玉
米产量达到640公斤、大豆近150
公斤，每亩地毛收入超过 2600
元。这几天，每天都有十里八乡的
乡亲们来和他请教玉米间作大豆
的事宜，有时间，他也会去农业技
术推广、种子部门去咨询玉米间作
大豆机械、种子等情况。他还打算
把玉米间作大豆从100亩扩大到
2000亩，周边的几个种植大户也
都有了扩大种植面积的想法。

2018年，为加快农业高质量
发展，包头市在自治区率先引进四

川农业大学杨文钰教授团队的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东
河区沙尔沁镇小巴拉盖村试验示
范500亩。2019年扩大到土右旗
3个镇示范推广1680亩。两年试
验示范，效益明显。

2020年，为进一步提高推广
力度，包头市上下联动，在农牧科
学技术研究所专门设立两个中心，
专项开展玉米大豆间作技术推广
工作，组成20多人的技术指导服
务团队。与旗县区农牧部门、技术
人员密切配合，经营主体积极参
与，形成上下联动、协调推进的工
作机制。同时，实行政策补贴，在
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项目的基础
上提高标准，高于清种玉米补贴标
准130元以上。并根据各地实际，
统筹项目整合，将社会化服务、高
标准农田、耕地地力提升、秸秆转
化等项目，向玉米大豆间作种植户

倾斜。与保险机构协调沟通，解决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农业保
险。每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玉米按1亩面积实行政策性农业
保险，大豆按0.5亩实行商业性保
险。为解决玉米、大豆的销售问
题，包头市协调国家级龙头企业北
辰饲料公司，与所有玉米间作大豆
种植户签订种植订单，以大豆高于
市场价 0.2 元/斤、玉米高于 0.02
元/斤的价格收购，在保障农作物
卖得出的基础上，还卖得好。

政策拉动、龙头带动、上下联
动、技术互动的组合拳起到了立竿
见影的作用，2020年，全市推广面
积达到2.4万亩，位居全国地级市
首位。2021年，实现全市5个重点
农牧业旗县区全覆盖，总面积达到
4.5万亩。四川农业大学杨文钰教
授和内蒙古自治区专家教授测产
结果表明，包头玉米大豆间作田，

玉米、大豆平均产量分别达到 820
公斤和82公斤，玉米亩产量与包
头市山南地区净作玉米持平，82公
斤大豆属于纯增，真正实现了“玉
米不减产、纯增大豆”的目标，而且
填补了包头市大豆产业空白。按
照每公斤大豆6元的市场价格计
算，去除新增成本130元，每亩示
范田纯增收入362元。

几年的实践和尝试证明，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具有调
整结构、轮作倒茬、培肥地力、减肥
控药、节水节地、提质增效等诸多
优势，可以实现一田双收、一技多
用、粮豆轮作、用养结合。玉米间
作大豆技术在包头成功落地并实
现 了 本 土 化 ，特 别 是 在 积 温
1800－2200度、降雨量200多毫
米的山北地区试种成功，对我国北
方寒冷地区具有重要推广价值，为
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包头方案”。

玉米间作大豆技术在包头试种成功玉米间作大豆技术在包头试种成功

□本报记者 郝飚

“您好！欢迎致电12345市民服务热线，有
什么可以帮您？”“我的车被挡住了出不去，需要
车主来挪车！”“请提供对方车辆的车牌号码。”

“请稍等，我们立刻帮您联系车主！”经过乌海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的一番操作，不
到5分钟，车主便来挪了车。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乌海市市域社会治
理中心的重要平台之一。在乌海市，市民只需
拨打12345，就可以解决开门锁、通下水道、挪
车等诸多烦恼。近年来，乌海市全力推动大数
据、智能化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行乌海
市市域社会治理中心与乌海市综治中心“两中
心合一”，直接指挥289家市、区行政企事业单
位，对市域社会治理事件进行“一口径采集、分
流转办，一级监督、一级指挥”。2020年以来，
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网站、微平台、网格
员报事等渠道共受理市民诉求80多万件，办结
率达98.26%，满意度达97.51%。

近年来，乌海市以“统筹发展、协同共享、优

化创新、实用高效”为原则，加快城市数字化发
展，推进智慧便民服务，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先后被国家列为智慧城市试点、信息
惠民示范城市、宽带中国试点、“互联网+政务”
试点城市。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乌海市
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节节攀升。

“管家小北”是海勃湾区海北街道办事处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着力打造的一
个网上便民服务微信公众号。居民打开“管家
小北”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志愿服务点单版
块，便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精准预约志愿服务项
目；点击报网格员、报物业，反映的信息会被迅
速流转，实现一键报事功能；点击在线办事，便
可线上一站式办理居民贫困证明及居住证明，
实现足不出户、指尖办事；点击快捷服务，即可
享有餐饮、出行服务。

在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乌海市不断
推进创新协同应用，搭建起一个集社保服务、低
保审核、证明发放等17大类功能为一体的智慧
乌海民生服务平台。按照社区、镇（街道）、区级
和市级四级机构日常工作流程，实现了公安、卫

健、人社、民政、残联等十几个部门在社区的功
能需求。同时配发智能入户采集终端，让居民
在社区办事实现电子化。乌海市还建设了智慧
政务服务云平台，推动“一号”申请、“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90%以上审批服务事项实现网
上办理。

此外，乌海市全面应用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成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该市推行人社业务
社区综合柜员制，开通社保网上大厅、APP等多
种服务渠道，将业务下沉到社区，简化办事流
程，开创“平台在社区、服务在基层、经办在家
门”的全新服务模式；率先在自治区实现居民电
子健康码“扫码就医”服务全覆盖，实现在线挂
号、就诊、取药和健康管理等“一码通”；推行“一
站式”服务，不受户籍所在地限制，可以跨地区
在任意派出所办理本市户籍业务；建设智慧公
交调度管理平台、出租车出行大数据平台，通过
手机APP为市民提供线路查询、拥堵情况、服务
评价、周边查询等服务，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

智慧化成果还体现在行业治理上，该市创
新实施“互联网+行业治理”，通过企业实时在线
数据、GPS轨迹、电子锁等先进传感技术，对全

市安全生产、污染排放、校园秩序、“两客一危”
车辆、电梯运行、金融业银行设施、危爆物品、电
力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全天候进行立体式非现
场监管预警。

与此同时，乌海市全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
施建设，为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夯实基础。
如今，乌海市建成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通信、有
线电视、光纤宽带传输网络体系。广播、电视、
电话、互联网综合覆盖率达到100%。开通5G
基站近500个，实现海勃湾城区连续覆盖、乌达
和海南主城区覆盖。光纤入户具备300M接入
能力，免费WIFI覆盖公共场所和重要商圈。电
子政务四级网络延伸到所有镇（街道）、行政村
（社区），网络带宽已达到百兆。统筹建设“天地
图”地理空间信息平台，定期更新地图数据，为
自然资源、公安、交通等部门提供地理信息服
务。统一建设政府部门网站集群、政务协同办
公平台、短信服务平台、微信服务平台等基础应
用平台，为各部门、群众提供各类服务。重点推
进政务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视频中心建设，
有效整合资源，创新共享模式，为全市各部门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本报通辽 11月 21日电 （记者 郭
洪申 通讯员 谭娟娟）通辽海关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充分发挥管理职能优势，持续推动通辽活
牛供港澳产业发展，鼓励相关企业开展

“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把合作
社吸收农户开展育肥托管代养一并纳入
供港澳活牛监管服务体系，并全面落实便
民利企措施，为供港澳活牛开通绿色通
道，实施 7×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采取

“一车多证”出证模式，既方便了企业报关，
又节约了运输、通关等成本。今年1-9月，
已累计检验检疫供港澳活牛1848头，货值
5147.2万港元，带动农户1000余户，户均
增收2000多元。

多年来，通辽海关始终坚持强化监管、
优化服务，以支持地方外贸发展和农牧业基
地建设为己任，重点帮扶起初只有几十头牛
的养殖农户尝试开展供港澳出口活牛业
务。从硬件设施改造升级，到隔离、养殖、免
疫等环节的自我管理，再到疫情监测体系、
疫病防治体系、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注册养
殖基地建设各方面已经得到全方位提升。
活牛育肥舍也从过去的土围墙、树杈棚变成
了今天具有通风、采光、保温保障的现代化、
集约化、规模化、智能化育肥牛场。其中澳
丰、五丰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内蒙古颇具特色
的肉牛育肥样板场和出口标杆企业。据了
解，至2021年,通辽活牛供应港澳市场已有
23个年头，累计供应活牛11万余头，约占全
国供港澳活牛总量的四分之一。

通辽市
11万头活牛走上港澳餐桌

本报包头11月 21日电 （记者 吕
学先）前三季度，北方稀土营业收入达
240.91 亿元，同比增长 51.61%；净利润
31.49亿元，同比增长495.03%。

今年，北方稀土主动破解深化改革、管
理创新、技术攻关、降本增效等工作中的重
点难点，公司总体生产经营形势向好，稀土
原料板块、稀土功能材料板块均大幅超
产。秉持“产品+技术+服务”理念，加快商
业模式创新步伐。结合现有销售模式和包
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线上交易模式，逐步打
造上下游联动的交易中心、定价中心，着力
构建稀土产业“阳光采购、阳光销售”营销
体系，持续提高高质量产品服务水平。

近几个月，北方稀土国内交易数量不断
增加。在贸易额持续攀升背后，是交易环节
的优化改善。今年6月，北方稀土在稀交所
专门开设专场挂牌交易平台，将全部稀土产
品的销售融入稀交所。通过线上平台，客户
可浏览稀土产品的相关信息，并直接完成下
单，价格公开透明，流程简单快捷。挂牌交
易模式打破了价格信息壁垒，逐步简化交易
流程，构建了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销售
环境，提升了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度。同时，
创新开展专场竞价交易，开启每日竞价模
式，上下游联动的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初具
雏形，打破了传统商业模式，为稀土上下游
企业提供一个全新的贸易平台。

随着甘肃稀土萃取生产线升级改造项
目、和发稀土搬迁升级改造工程等项目的
推进，北方稀土加快开展项目建设与合资
合作，推进“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同时，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加快白云鄂博稀土
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稀土行业中
心、北方稀土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
创新平台建设运行，在科研开发、成果转
化、科研平台建设运行、人才培养引进、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北方稀土
净利润同比增长495.03%

■盟市·看点

本报兴安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胡日
查 高敏娜 通讯员 陈飚）“今年秋粮收购
呈现‘优粮优价’好行情，多亏了农发行的大力
支持，提前半个月就帮我们备足了资金，保障了
秋粮收购的顺利开展。”初冬，乌兰浩特捷成粮
油公司经理告诉记者，农民交了粮就能直接结
算售粮款。农民“粮出手、钱到手”的背后是农
发行兴安盟分行将支持秋粮收购作为全行的中
心工作，在秋粮开秤前就备足秋粮收购信贷资
金21亿元，切实做到“钱等粮”，在“三农”服务
上用实际行动扛起服务地区粮食安全的重任。

为充分做好支持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
兴安盟分行围绕“早”字做文章。在完成全盟
粮油条线48户企业评级调查审查工作上，开
展秋粮收购客户调查走访工作，摸清了生产形
势、客户需求、市场趋势。为提高办贷效率，及
时发放贷款，该行成立多个联合工作组，全面
完成调查工作，较往年提前了 1个多月的时
间。秋粮开秤后，农发行信贷员走进收购现
场，随机抽取样品对水分、杂质等关键指标现
场检测查验，逐笔查看企业账务、码单，一笔笔
核实入仓粮食。还专门开设了粮食收购贷款

“绿色通道”，优先办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
确保资金支付日报、日结、日清。

农发行兴安盟分行
收储秋粮做到“钱等粮”

本报鄂尔多斯11月21日电 （记者 郝
雪莲）近日，鄂尔多斯市政府印发《有奖发票活
动实施方案》，决定从2021年10月25日开始
至2022年5月4日，在全市餐饮业、零售业范
围内开展“单单有奖期待惊喜”有奖发票活
动。不仅能增强全社会依法纳税、协税、护税
意识，更是激发消费活力、提振消费市场信心
的有力抓手。

有奖发票是指个人消费者在全市餐饮、零
售企业，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和增值税纸质普通发票。此
次有奖发票活动抽奖形式包括“单单有奖”和

“定期摇奖”两种，可叠加参与。“单单有奖”是
指，消费者在所消费商户开具发票后，即时参
与抽奖，奖励金额2元至50元，奖金以微信红
包方式在5日内发放。“定期摇奖”是指，每月
公开摇奖，自2021年10月25日活动开始之日
起，次月5日对上月开具的有奖发票进行二次
抽奖。活动奖项设置丰富，除“单单有奖”外，

“定期摇奖”设置一等奖10个，每个奖金1万
元；二等奖400个，每个奖金1000元；三等奖
1000个，每个奖金500元。中奖结果将通过
微信公众号、广播、报纸等方式公布。

鄂尔多斯市
有奖发票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本报锡林郭勒11月21日电 （记者 巴
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近日，锡林郭勒盟
两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落实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草原雄鹰2021”集中执行行动
和该盟法院“秋季攻势”执行专项行动进展情
况进行通报。

为切实提升全盟法院执行质效，锡林郭勒
盟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初在全区率先启动“秋
季攻势”专项执行行动。对一批执行案件加大
执行力度，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在
开展专项执行行动期间，拘传171人，依法采取
拘留、罚款、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668人次，
执结案件1915件，执行到位案款1.62亿元。在

“草原雄鹰2021”集中执行行动中，截至目前，
拘传34人，依法采取拘留、罚款、限制高消费等
强制措施201人次，强制腾退房屋4间，执结案
件304件，执行到位案款7429.71万元。

锡林郭勒盟
专项执行行动惩治“老赖”

□本报见习记者 薛一群
通讯员 刘光辉 摄影报道

日前，通辽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委
宣传部、团市委举办了全市消防救援队伍
第一届“火焰蓝”技能比武对抗赛，10支参
赛队伍共计50名指战员同台竞技。

据了解，此次比武竞赛涵盖了消防站
指挥员、消防员、专职队员等各层级练兵对
象，设置了纵深灭火救人操、百米障碍救助
操、攀登十五米金属拉梯操、百米综合救援
操、双人攀登六米拉梯操等竞赛科目。全
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检验消防救援队伍训
练成果，掀起全员岗位大练兵的热潮。

“火焰蓝”技能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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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观镜观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近日，呼和浩特市采用国内先进的
雷达探测技术检测到新城区成吉思汗
大街路面下一处约5平方米、净深60多
厘米的空洞，经工作人员钻眼用微型内
窥镜对空洞精准核实后，开挖填埋，在
短时间内将路面修复，及时消除了道路
安全隐患。

呼和浩特市将道路综合治理纳入
“创城”行动，高标准、高要求推进城市综
合治理，着重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维修改
造，提升基础设施精细化养护和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从去年起，呼和浩特市
先后对新华大街、成吉思汗大街、锡林郭

勒路、鄂尔多斯大街、敕勒川大街、通道
路等50余条主次干道进行道路空洞探
测，共查出空洞、土体疏松等病害目标
231处，均进行了及时处置。同时，对破
损、污损严重的机场路一、二号通道进行
升级改造及维修，使整个通道内外焕然
一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完成了63
条市政道路工程和水电气暖等管网工程
建设；打通30多条“断头路”、建成5座人
行过街天桥；对333个老旧小区进行改
造；完成了57个村、6.35万户燃煤散烧综
合整治改造工程。在园林绿化方面，启
动建设了10处公园和92处社区、口袋公
园美化靓化工程，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
化水平，逐步实现“300米见绿、500米入
园”园林绿化目标。

大黑河沿岸成为市民打卡之地大黑河沿岸成为市民打卡之地。。 新建的人行过街天桥新建的人行过街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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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便携式探测仪确定范围用便携式探测仪确定范围。。

雷达检测设备给路面做雷达检测设备给路面做BB超查隐患超查隐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