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吴月丽 郭大蕾

近年来，开鲁县全力推进肉牛全产业链集
群化发展，现已形成从饲草料生产供给、基础
母牛繁育、肉牛育肥、成牛交易与物流配送、肉
牛屠宰分割与精深加工创建品牌的一体化全
产业发展链条，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魏振坤是开鲁县机械林场村民，也是村里
唯一的改良员和防疫员。记者来到他家时，他
正准备给家里新买的基础母牛进行改良。魏
振坤介绍，他家现有 66 头肉牛，全部是改良后
的西门塔尔牛。因为掌握了改良技术和防疫
技术，他家的牛品种好、疾病少，养殖规模也在
逐步扩大。

“改良后的肉牛体型大、骨架好，在市场特
别受欢迎。”说起肉牛改良的好处，魏振坤掩饰
不住内心的骄傲：“我主要出售 8 到 10 个月的
小公牛，一头能卖到 1.8 万元至 1.9 万元。”

开鲁县畜牧水产工作站站长李旭光介绍，
良种是肉牛产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肉
牛品种改良才能提高肉牛的生长速度和产肉
性能，使其生长快、多产肉，进而达到增产增收

的目的。他表示，下一步将围绕饲养管理、繁
殖技术、品种改良等内容深入各镇场进行集中
培训，并根据各户和养殖场的需求一对一实地
指导。

养殖户通过改良技术促进肉牛养殖由数
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而达到提质增效的目
的。目前 ，全县肉牛存栏 23 万头，饲养量达到
50 万头，其中繁育母牛 12 万头。

开鲁县多举措全力推进肉牛产业发展，打
造全链条全循环肉牛产业化集群的产业布局，
突出一产“接二连三”发展思路，培育形成“牧
草种植、饲料加工、基础母牛繁育、肉牛育肥、
屠宰加工、贸易流通”等于一体的三产融合产
业体系。

开鲁县林辉草业种植有限公司就是一家
集种养加为一体的现代化养殖基地。林辉草
业走先养殖、后种植，以种促养的绿色生态发
展路子，以现代化的紫花苜蓿种植反哺肉牛的
标准化规模饲养，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赢。公司董事长刘林介绍，现在公司一共种植
1.3 万亩紫花苜蓿草，养牛 800 多头，高档草出
售、低档草喂牛。“牛吃紫花苜蓿草效果非常
好，比不喂草的能早两个月出栏，这样就相应
地增加了经济效益。”

内蒙古草原牛王肉业有限公司是开鲁县
一家本土肉牛屠宰加工企业，日屠宰量 50 头至
60 头。多年来，草原牛王立足实际，把肉牛产
业持续发展和延长产业链作为企业的发展目
标，不断提升肉牛现代化屠宰技术水准，加强
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建设，提升精深加工能力。
公司董事长王克英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扶持养
殖户进行品种改良，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的、
品质好的草原黄牛，同时在延伸产业链、推进
肉牛产品深加工方面做文章，进一步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拓宽发展空间。

目前，开鲁县有规模以上育肥牛养殖场
157 个（包含万头育肥牛养殖场 2 处），规模以
下育肥牛养殖户 6933 个，23 个肉牛养殖专业
村。中农伊赛、草原牛王等“种养加销”三产融
合体系将带动全县 10 万余户农牧民向牛产业
链增收致富迈进。

谈及肉牛产业如何提质升级，开鲁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白英文说，用 3 年左右时间实现
全县肉牛品种优良可追溯，饲养标准化、科学
化，育肥牛数量充足，实现高附加值的“种养加
销”完整的肉牛产业链，养好牛、宰好牛、卖好
牛，推进肉牛产业 5 年内实现质的飞跃，使开鲁
县的肉牛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

开鲁县：“种养加销”齐发力 肉牛产业提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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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稀土高新区新闻中心 贾婷婷

走进包头中鑫安泰磁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年产 2000 吨钕铁硼磁性材料生
产线、2000 吨高纯专用稀土合金生产线、5000
吨氢破碎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

“今年，企业发展势头猛进，预计年销售额
较 2020 年增长约 40%，利润增长 100%。”相关
负责人梁颇丰说。

据了解，包头稀土高新区坚持“区域经济
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集群化”原
则，着力打造“稀土应用产业园、希望工业园、
高端装备产业园”三大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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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稀土高新区铝深加工产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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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说。

在包头中车电机有限公司总装车间，随着
首台风电大基地建设旗舰产品 4.5MW 级直驱
永磁风力发电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该企业已
具备 1.5MW-4.8MW 的大功率直驱永磁风力
发电机的生产能力。目前，全国主流厂家样机
试制工作均在此完成，企业生产的 12MW 半直
驱风力发电机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企业已
成为引领带动全国风力发电机发展的风向标。

“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因为添加了稀土永
磁材料，实现了转速低、效率高，磁场结合力
强、低电压穿越性能稳定、结构简单、后期运行
维护成本低等诸多优势，被誉为‘超低风速捕
捉能手’。”企业总经理蔡敏介绍，得益于包头
丰富的能源和资源优势，以及配套完善的产业
链条和政策扶持，中车电机的发展未来可期。

借助当地宝贵的风能资源，稀土高新区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风电机组部件制造产业链，拥
有风电塔筒、平衡法兰、永磁电机、电控系统、
变电设备等集群配套企业，对降低风电装备总
造价具有明显优势。

在智能制造其他领域，包头稀宝运维医疗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全 力 打 造“ 一 个 平 台、两 个 系
统”，特别是 O2O 全流程维修管理平台“云医管
家”属全国首创，独创的 AI 智能监控系统，配合
快速的专家上门服务，为医院提供了全流程、

大数据、智能化的综合解决方案。江馨微电机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最新研发的微型闭环
音圈马达制造技术通过进一步优化，产品各项
功能指标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得以大幅提升，已
通过华为、三星、OPPO 等国际知名公司的认
证。内蒙古金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风电
连接法兰和塔架基础的技术研发和替代升级
作为切入点，研发出反向平衡法兰、预应力锚
栓组合件 2 项核心产品，在技术上引领了全球
风电结构系统新的发展方向。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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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顺风能、泰胜风能、中车
电机等为龙头的企业，逐步适应国家风电抢装
潮后的平价上网期，将着力引进中车定子、机
舱、叶轮等风电项目，加快形成风电设备全产
业链条。”张翼说。

截至今年 7 月底，稀土高新区铝铜产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188 亿元，同比增长 43.5%。38
家规模以上稀土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20.12
亿元，同比增长 94.1%。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三大特色三大特色““区中园区中园””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稀土高新区稀土高新区：：

●宁城县纪委监委以“三三二一”工
作法推动“苦练内功百日攻坚行动”有效
开展。“三学”即：深学政治理论、勤学廉
洁自律知识、精学纪检监察业务。结合
三学开展业务培训 5 场次，参训干部超
过 400 余人次。“三比”即：比案件数量、
分量、质量，比监督质效，比以案促改效
果。“二测”即：测业务知识水平、测活动
开展成效。以三学、三比、二测举措着力
提高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的实战能力。

（赵清华）

●乌海市市域社会治理中心（乌海
12345）结合职能职责，以群众的实际需
求为导向，打造乌海 12345“心灵通”社
会心理服务品牌，实施“心理服务+”模
式，截至目前，已为 191 位市民提供了心
理援助服务，为 95 位市民提供了专家现
场疏导服务。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日前，内蒙古良欣公司、张家口市
农科院赵治海研究员科企合作签约仪式
在巴林左旗举行。此次签约标志着赤峰
市首个乡村振兴产学研合作联合体正式
落地巴林左旗。联合体将重点围绕建设
种业基地、实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打
造院地合作样板 3 个方向开展合作。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奈曼旗举行“我和我的祖
国”群众舞蹈展演和群众性歌咏活动，来
自全旗的 21 个民间艺术团体、300 余名
演职人员参加，他们以嘹亮的歌喉和亮
丽的舞姿，展现了全旗各族群众热爱党、
热爱祖国的良好精神风貌。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日前，凉城县举行地震应急综合
演练。演练中，近百余名地震应急救援
人员按照指令第一时间投入到抢险救灾
中，测报组、预警组、通讯组、物供组、后
勤组、抢险组等 15 个工作组迅速做出响
应，整个演练过程指挥得力、响应快速、
处置有效，完成了应急响应启动、受灾群
众转移安置、被困人员搜救、危化品泄漏
等演练科目。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2021 年以来，为保证煤电供应正
常，有效发挥能源供应“稳定器”和“压舱
石”作用，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
公司坚持“保安全、促畅通、优结构”的原
则，科学优化运输组织，及时保障空车有
序到位，根据煤源供给和列车运行图情
况灵活调整装车次序，保障装车作业不
间断。同时，做好货装质量监管工作，加
强抑尘剂喷洒及货装监装工作，严禁超
偏载现象发生。 （罗志扬 刘旭杰）

●近日，赤峰市松山区委组织处级
领导干部开展第二十期党史学习教育

“夜校”集中学习。与会人员观看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电视剧展
播剧目《觉醒年代》片段，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听取了以《传承先贤精神 履行
使命担当》为题的成果分享。

（松山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教育系
统“学校安全教育月”活动暨消防安全进
校园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据了解，下一
步临河区将进一步深化消防宣传“进校
园”工作，增强该区中小学校广大师生的
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切实形成“关
注师生安全，共筑校园平安”的氛围，切
实提升学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水平。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 贾丙乾）

●连日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纪
委监委按照市纪委监委下发的《关于对
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开展专
项监督的通知》要求，抽调人员组成 4 个
专项监督检查组，会同 4 个街道纪工委、
7 个国企纪检部门，分赴全区各街道和
重点行业领域，通过座谈、查资料、看现
场、亮问题、下达检查意见书等方式，对
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彻底、
执法检查不严格等突出问题进行监督检
查。 （何诗嘉）

●近日，化德县开展以“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网络安
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开展现场咨询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
常识，增强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
能，提高广大群众对网络违法有害信息、
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辨识和抵御
能力。活动中共张贴发放网络安全宣传
海报、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 500 余份。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本报赤峰 11 月 25 日电 近日，翁牛特
旗首届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论坛暨“翁牛
特”大米品牌创建研讨会在翁牛特旗召开。
本届论坛以“乡村振兴 产业赋能 ”为主题，
来自“三农”、科研领域的多位专家现场为翁
牛特旗乡村振兴和翁牛特大米产业发展“把
脉支招”，深度挖掘“翁牛特大米”品牌价值，
打造翁牛特旗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

翁牛特旗是传统农牧业大旗，是全国
500 个产粮大县之一和自治区 33 个牧业旗
之一，是赤峰市水稻生产的核心区域，水稻
种植面积约 25 万亩，年产稻谷 12 万吨以
上，是自治区第三大水稻生产旗县。目前，
全旗已经认证有机水稻生产面积 1.5 万亩，
年产有机稻谷 0.6 万吨。“翁牛特大米”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并被纳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具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和挖掘潜力。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翁牛特大米”LO-
GO 发布仪式。北京紫荆创新农业研究院
品牌设计专家刘静华解读了《翁牛特大米
LOGO 设计理念》。

（融媒体记者 王塔娜）

东胜区
“好物节”拉开秋冬惠民大乐购

本报鄂尔多斯 11 月 25 日电 绿色生
态农产品、精美的民族工艺品，网红直播带
货、文化展览、活动洽谈⋯⋯近日，“我为群
众办实事”第二届“云购东胜·好物节”系列
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绒都步行街举行。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分为三大主题：好
乐东胜、好玩东胜、好物东胜。好玩东胜、
好乐东胜 2 项活动已于国庆节期间在各个
景区陆续开展。好物东胜在东胜区绒都步
行街举行，现场共有 54 家企业包括文创产
品、食品、农产品、羊绒羊毛制品等 50 多种
品类近 300 多种商品进行展销。 活动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产品展示、文
化展览、产品发布洽谈、网红直播带货、研学
活动、“绒都·暖冬”大促销等方式，吸引本地
及周边城市消费者，提升本土产品知名度。
此外，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商企签约仪式，签
约总额 1000 万元。（融媒体记者 郝雪莲）

石拐区
企业启用工业固体废物物联网
监控系统

本报包头 11 月 25 日电 近日，包头市
石拐区所辖企业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
公司正式启用工业固体废物物联网监控系
统，实现了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闭
环式、智慧化监控，这是包头市被列为全国

“无废城市”后试点建设工程之一。
工业固体废物物联网监控系统，旨在利

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将工业固体废物生
产、运输、利用全部纳入网格化监管范畴，形
成长效监管制度，打击违法倾倒行为，全面
提升工业企业固废监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
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作为固体废物重点治理企业，内蒙古亚
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坚持生态立企的环保
理念，持续推进固体废物处置和管理科学
化、智能化，不断提高企业环保水平，推动企
业绿色发展。截至目前，石拐辖区内的亚新
隆顺特钢公司、经纬能化公司、绿源洁公司
3 家企业的“包头市工业固体废物物联网监
控系统”都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石拐区融媒体
中心 牛勇霞）

化德县
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
让企业“少走弯路”

本报乌兰察布 11 月 25 日电 为优化
营商服务环境，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减
少企业跑路次数，化德县政务服务中心组建

“蒙速办。帮您办”服务队，为企业全程无偿
帮办代办服务保驾护航。

政务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帮办代办“一线
服务”工作优势，积极构建“网格化”联络服
务团队，在一站式服务中心大厅设置帮代办
服务专窗，帮代办人员根据企业项目类型和
实际需求，从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第一次运
行全流程角度出发，分别制定出工业类、商
贸物流类、房地产类、农牧类、旅游类、新能
源建设类 6 类项目流程图及办事流程指南，
明确了 39 项代办事项和 19 家企业服务名
单，为项目量身定制了办事指南和申报进度
计划，帮助企业把握项目进度和整体节奏，
让企业“少走弯路”。

（化德县融媒体中心 李剑平）

翁牛特旗
“翁牛特大米”有 LOGO 了

□本报融媒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日前，“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锡林郭勒盟少先队庆祝中国少年先
锋队建队 72 周年示范性主题队日活
动在阿巴嘎旗开展，活动邀请“七一
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为少先队员
讲队课。

当天下午，廷·巴特尔结合父亲
廷懋将军事迹和自身经历，讲述了
自己在边疆牧区建设中如何探索保
护生态、发展经济、带领牧民致富的
故事，为少先队员带来了一堂生动
的队课。

阿巴嘎旗第二小学五年级 154
班学生白惠说，听了廷·巴特尔爷爷
的课，作为中国人我感觉十分自豪，
作 为 一 名 少 先 队 员 我 感 觉 十 分 骄
傲。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争
当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活动中，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

歌，用振奋人心的歌声表达了爱祖
国、爱人民、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坚
定决心，活动还集中进行入队仪式，
2 名“红领巾讲解员”讲述党史小故
事，廷·巴特尔为少先队员代表授予
并 佩 戴“ 小 石 榴 籽 章 ”和“ 小 先 锋
章”，为先锋中队授予先锋中队队
旗；共青团锡林郭勒盟委员会、少
先 队 锡 林 郭 勒 盟 工 作 委 员 会 还 为
廷·巴特尔颁发了红领巾讲师团、青
年讲师团“名誉顾问”聘书。云视角视角

﹃﹃
请党放心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

廷廷··巴特尔为少先队员代表授予巴特尔为少先队员代表授予
并佩戴并佩戴““小石榴籽章小石榴籽章””和和““小先锋章小先锋章””。。

廷廷··巴特尔为先锋中队授予先巴特尔为先锋中队授予先
锋中队队旗锋中队队旗。。

向着队旗敬礼向着队旗敬礼。。 党团队旗帜传递仪式党团队旗帜传递仪式。。

为新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为新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