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一份报纸，一页专栏，承载传递着全区

的主流声音和八方资讯，激荡、凝聚着内蒙

古各族儿女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磅礴力

量。回望 2021，《地方盟市》版恪守初心，不

断采撷鲜活生动的新闻，努力将内蒙古各

地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的新实践、新举措、新成效予以及时

反映和精彩呈现。

2022，《地方盟市》版全新改版为《区域

新闻》，将继续聚焦地方举措、回应百姓关

切，把更多目光投向奋斗者群体，提升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增强版面的

可读、易读、悦读效果，使版面特色更加鲜

明，新闻品质进一步提高，引导舆论的能力

更加强大。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自治区第十一

次党代会报告立足高质量，擘画了新的绿

色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将迎着新年的曙

光，继续用双脚丈量、用镜头记录、用文字

去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共同书写新时代

的绿色篇章。

致读者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娜默热

尽管零下十几度的气温把人们冻得缩
手缩脚，但在上海交通大学包头新材料产
业园内，孵化的 40 余家企业的实验室和生
产现场却是一片火热的景象。

据了解，上海交通大学包头材料研究
院自 2015 年落地包头以来，融合技术服
务、中试研究、产业孵化、人才培养 4 大功
能，朝着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发展
的新型研发与功能转化型平台发展。

该院副院长杨剑英说：“2021 年，研究
院和上海交大本部成立了针对内蒙古的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上海交大与扩招的硕
士研究生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学生在完成
基础课程后，进入合作企业，深度参与合作
课题和创业项目，希望用这样的人才培养
方式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产业科
技创新的人才支撑。”

人才工作，基础在培养。2021 年以
来，为精准对接“四基地两中心一高地一体
系”的发展需要，主动服务经济转型和产业
升级发展，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包头各职业院校开始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不断完善校企育人联动机制。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庄元
介绍说：“学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
造和现代服务等产业，动态调整专业结构，
形成了与包头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度契
合的专业（群）结构。目前，新能源汽车技
术等 15 个专业相继探索特色学徒制或订
单培养模式。”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
2019 年落户包头的弘元新材料（包头）有
限公司与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加强深度
合作，建立了“弘元订单班”，利用各自优势
共同培养人才，在不到 2 年时间里，接受企
业培训授课的学生达 500 余人，毕业后直
接在企业就职的应届毕业生 100 余人。

“2021 年，我校毕业生人数 3558 人，
有 2075 人留在了区内就业，其中在包头就
业的就有 887 人，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到
了 96.51%，位居自治区前列。”包头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刘桂花说。

弘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高嘉彬告诉记者：“加强校企合作，缩短了
企业人才培养的周期，让学生在学校阶段
就能了解掌握生产技术，这样的人才培养
方式对助力企业发展，引领我市单晶硅行
业赶超争先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近年来，包头市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不断加强党管人才工作，完善人
才的引育留用和保障工作，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学科和重大项目
人才需求，分类制定全国重点院校本科、硕
士、博士研究生招引政策；围绕产业发展中
存在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瓶颈问题，通过联
合研发、共建项目、技术支持等形式，支持企
业靶向引进产业领域国内外一流战略科技
人才（团队）；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项目“揭榜
挂帅”活动，集聚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和
团队，搞好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

包头稀土研究院副院长李志强认为，包
头出台的一系列人才政策给了科研领域人才
极大的信心和切实保障，也让企事业单位放
开手脚引进人才。他举例说：“我院通过设立
人才专项基金，突破体制和薪酬的束缚，以市
场化的薪酬和配套支持引进优秀人才，2021
年共引进国内外优秀博士研究生10名。”

好政策引来人才，优服务留住人才。包
头市坚持重才爱才，不断完善保障机制，优
化人才发展环境，建立一流人才服务保障体
系，提供“上管老下管小”组合式暖心服务，
构筑起海内外英才向往集聚的强大磁场。

杜明龙是一机集团三分公司国家级卢
仁峰技能大师工作室专家团队核心成员、
焊接高技能人才，从事焊接工作 15 年来，

他熟练掌握了航天航海装备所涉及的有色
金属焊接技术。今年，包头市委组织部根
据企业申请和个人诉求，结合市委关于点
对点做好高层次人才服务的有关精神和工
作流程，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妥善解决了他
女儿的入学问题。

同样，北奔重汽集团引进的新能源重
卡销售设计团队成员的子女入学问题也经
包头市人才办批准同意，得到了妥善解决。

该团队带头人肖峰说：“后顾之忧没有
了，我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统计显示，包头现有人才总量 71.2 万
人，占人口总数的 26.2%。

包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俊义说：“针
对过去人才流失现象，包头近几年出台了
多个政策支撑文件，特别是 2021 年《关于
加快引进培育重点产业领域中高端人才的
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吸引青年人才来包就
业创业的若干措施》《包头市服务高层次人
才若干措施》3 个文件的出台，再加上一大
批高精尖企业的落地，人才集聚的良好局
面一下子打开了。”

不难看出，包头正以更加开放的格局、
宽广的胸襟、包容的环境，吸引人才、用好
人才、服务人才，抢占人才聚集新高地，助
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引才育才聚才留才 打造人才工作新高地

本 报 呼 和 浩 特 1 月 3 日 讯
（记 者 刘 洋 通 讯 员 张 立 富
杨晓鹏）近日，在国家工信部公示的
2021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中，内蒙古
自治区20家企业入选。由呼和浩特
市申请报送的正大饲料（和林）有限
公司、内蒙古溢多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内蒙古蒙牛奶酪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蒙牛达能乳品有限公司、内蒙
古大窑饮品有限责任公司、齐鲁制药

（内蒙古）有限公司、金宇保灵生物药
品有限公司 7家企业，入选国家绿色
工厂示范公示名单，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示范公示名单。呼
和浩特市共有 8 家企业跻身国家绿
色制造示范名单，占全区37％。

绿 色 制 造 工 程 是《中 国 制 造
2025》五大工程之一。2016年，国家
工信部与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启动
了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单位的创

建工作。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按照“企业心为心、企业事为事”的
理念，主动协调，积极指导，组织企业
从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
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
方面，按照“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
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
碳化”的原则，对标《绿色工厂评价通
则》评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并由具
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第三
方评价，经盟市初审后推荐至自治区
工信厅，工信厅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
进入到自治区绿色制造示范名单，并
遴选评分较高的企业推荐给国家工
信部，再经国家工信部组织专家评审
后入选工信部绿色制造示范名单。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 26
家企业入选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工厂
示范名单，2 家工业园区入选自治区
级绿色工业园区，3 家企业入选自治
区级以上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呼 和 浩 特 市 8 家 企 业
跻身国家绿色制造示范名单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唐璇博 美才 胡晓然 乔敏 摄影报道

天晴风静。群山环抱的乌兰察布大河湾国际滑雪
场银装素裹，索道行缆车、山坡铺毡毯。随着北京冬奥
会的临近，冰雪运动火了起来。

“看天气预报明天是个大晴天，趁天气好，和几个朋友
约出来滑个雪、拍拍照，再来尝尝大河湾滑雪场特色午餐，
解解馋。”这几天，来自河北的王芳和朋友们驱车来到大河
湾国际滑雪场，体验滑雪场上的“速度与激情”。

身着彩色雪装的滑雪者，如格桑花盛开在冰天雪
地。初学者在教练的指导下来到山坡教学道上，在教
练的传、帮、带下，踏滑板夹着雪杖顺坡而下。优者弯
腿下蹲飞速滑进，差者东摇西晃难于稳身，更有甚者，
起步倒地、杖飞板横，仍蹬腿伸臂奋力爬动。精技者则
于坡陡道立的主滑道踏板飞行，凌空而下、穿云破雾，

像弄潮儿击水中流，似雄鹰搏击长空。
在大河湾国际滑雪场，文化味十足的冰雪旅游节、

高品质的雪道、完善的配套设施无不吸引着游客冬日
走出家门，到这里滑雪、赏冰雕、看冰灯、感受冰雪文
化，冰雪旅游产业也逐渐成为了冬日里的“热经济”。

“滑雪场自 2021 年 11 月 13 号开板以来，每天的
客流量在 1000 人左右。为了全面打造全季旅游新业
态，我们根据不同的季节开设不同的娱乐项目，下一
步针对元旦、春节，滑雪场还会开展各类优惠活动，给
前来游玩的顾客增添年味儿。”大河湾国际滑雪场运
营总监刘金辉说。

东有五角枫、中有大河湾、西有胡杨林，夏可避暑、
冬可滑雪。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让内
蒙古的旅游从东到西都火起来、一年四季都热起来。”
乌兰察布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坚持全域全季、差异化高端化旅游发展定位，找准发力
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时值岁末年初，锡林郭勒盟交
通建设迎来重大利好消息——有
4 条与 20 多万农牧民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的重点公路实现主体贯通，
通车里程达310公里。

这 4 条重点公路涉及东乌珠
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阿巴嘎旗、
镶黄旗、正镶白旗 5 个旗县。4 条
公路的如期建成，有效弥补了公路
基础设施短板，为沿线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交通支
撑，畅通了周边 5 个旗县 20 余万
群众的致富路。

宝格达山—阿尔诺尔布敦公
路的建成通车，让宝格达乌拉国家
森林公园、乌拉盖湿地保护区的怡
人风景得以全方位展示，也将成为
锡林郭勒盟又一条壮丽的景观大
道。阿拉坦合力—乌力吉图敖包、
乌里雅斯太—额吉淖尔、宝格达山
—阿尔诺尔布敦这 3 条新建成的
重点公路，承担着强边与固防的双
重使命，对于锡林郭勒盟筑牢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条省道313线明安图——
新宝拉格段公路是镶黄旗和正镶
白旗农牧民期盼已久的主干线。
该路线全长约110公里，其中镶黄
旗境内 88 公里，项目总投资 5.55
亿元，是横贯镶黄旗东西方向的

“大动脉”，也是该旗公路交通的
“生命线”、产业线和富民线，在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和改善民
生、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起着基础
性、先导性作用，对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
位于东乌珠穆沁旗境内，全长约58.3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
标准建设，项目总投资11.2亿元，于
2020年4月开工建设。项目管理办
公室主任尹广军告诉记者，整体项目
的进展克服了夏秋季降水量大和因
疫情导致的停工等重重困难，抢抓施
工机遇，赶进度，已具备通车条件，对
该旗7万群众的出行和农牧业生产
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这 4条交
通主干线能够投入使用与该盟组
织实施的机关单位履职尽责和社
会安全稳定风险排查整治两个“百
日攻坚”行动是分不开的。

“双百”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锡
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抢抓工程前
期手续办理、抢抓资金保障落实、
抢抓工程原料协调、抢抓工程安全
保障、抢抓工程质量和实施进度，
确保重点公路、农村牧区公路和公
路养护大中修等工作有序推进。

在“双百”攻坚行动的大力推
进下，2021年，锡林郭勒盟农村牧
区公路建设总里程380公里，完成
投资1.78亿元，超额完成自治区下
达的建设任务。公路养护方面，在
加强日常养护，处理路面病害，确
保安全通行的基础上，累计完成了
118公里的大中修养护任务，改造
国省干线危桥 7座，完成投资 1.04
亿元，较好地营造了“畅、洁、绿、
美”的路域环境。

G55 二广高速二连浩特至赛
汉塔拉段公路是自治区级重点项
目，也是二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是国家重要的南北向公路
运输大通道，也是通往蒙古国的重
要通道。该高速公路对完善二连
浩特市出行条件、打造立体式交通
有着重要意义，对推动口岸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G55 二广高速二连浩特至赛
汉塔拉段公路建设工期为 3 年。
该项目利用原 G208 国道一级公
路改扩建，全长95.5公里。辅道全
长113公里为二级公路，项目预计
投资 25.7 亿元。高速公路的建设
对加快融入“一带一路”、西部大开
发等国家战略步伐，完善国家和自
治区高速公路网布局，带动沿线地
区经济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党组
书记、局长于海成介绍，重点公路和
农村牧区公路的如期建成，完善了该
盟“十四五”规划的“五横五纵”路网
和农村牧区路网，有效顺畅了农牧民
的致富路、打通了生态路、筑牢了强
边固防安全路，为沿线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交通支撑，助
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重大利好重大利好！！
锡林郭勒盟 4 条重点公路贯通

本报兴安 1 月 3 日电 （记
者 胡日查 高敏娜）日前，兴安
盟举行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开通仪式，标志着经过 3 个多月
试运行，兴安盟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正式开通运行。

据了解，兴安盟 12345 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整合归并各类非
紧急服务热线、建立优化服务运
行机制，解决了以往各种热线“号
难记、话难通、事难办”的难题，形
成了12345“一号对外、诉求汇总、
分类处置、统一协调、各方联动、
限时办理”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目前，兴安盟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话务中心设有台席20个，话务

员30人，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自
9月1日试运行以来，已经接听电话
16176次，办理工单4350件，有效发
挥了“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作用。

下一步，兴安盟各地各有关部
门将重点在“接线、转交、办理、反
馈”等重点环节上下功夫，受理上
突出“快”、办理上突出“实”、结果
反馈上突出“好”，不断提高热线的
响应率、办结率、满意率，提升热线
服务水平，努力把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打造成政府群众“连心
桥”、社情民意“晴雨表”、营商环境

“助推器”，以实际行动增进民生福
祉，为推动兴安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兴安盟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正式开通

雪上碰碰车雪上碰碰车。。

跳起来跳起来

。。

滑雪初体验滑雪初体验

。。

色彩炫丽的雪道色彩炫丽的雪道。。

游客合影留念游客合影留念。。

搏击长空搏击长空

。。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镜观】

【经略】

【福祉】

““卷起千堆雪卷起千堆雪””。。

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正是滑雪好时节

●宝格达山——阿尔诺尔布敦公路
●省道313线明安图——新宝拉格段公路
●乌里雅斯太——额吉淖尔段公路
●阿拉坦合力——乌力吉图敖包段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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