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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新春走基层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开局之年大盘点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影报道

“一辆货车冲下了路基，求助！”正月初八，锡
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公路养护
中心职工刘小龙在微信工作群看到同事发来的消
息，顾不上休假，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就往外走。“救
援原本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但是我们要互相
帮助。你帮我我帮你，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才
能更温暖。”像这样说走就走的义务救援，刘小龙
和他的同事们一年之中要经历无数次。

“西乌旗的冬天非常寒冷。经常刮白毛风，
甚至有雪灾。春节期间，公路保通保畅就是我们
的职责！”刘小龙站在半米厚的雪堆里说。

春节期间，巴拉嘎尔高勒镇公路养护中心
积极组织动员全体干部职工通过加强日常养
护巡查和出动养护清扫车辆积极开展春节期
间道路养护工作。

春节长假期间，中心养护职工加强路面保
洁和路域环境卫生整治，及时处治影响车辆通
行安全的路面病害，维修公路安全设施，路面
干净整洁，公路技术状况良好。同时加强值班
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利用政务综合平台和值班电话及时处置了春
节期间出现的突发事件。

“公路保通保畅就是我们的职责！”

□本报记者 安寅东

“公职人员应当不断提升自身的法
律素质，规范自身言行，避免陷入职务
犯罪的漩涡……”2月11日，阿拉善边
境管理支队苏泊淖尔边境派出所学习
室里，警嫂门浩正在为派出所民警进行
法律知识专题授课。

今年29岁的门浩毕业于山东大学
法学院，是一名在山东省潍坊市工作的
在职律师。去年3月，门浩与苏泊淖尔

边境派出所民警梁镇结婚，从此过上了
聚少离多的生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丈夫不能回山东过年。为了爱人能够
安心戍边，门浩收拾行李，穿越2300多
公里，从齐鲁大地来到祖国北疆的边陲
小镇。

“一路上看着连绵不绝的荒滩戈
壁，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丈夫执勤巡逻
的画面。”门浩说，平日里丈夫总告诉她
工作环境挺好的，一点也不艰苦，一路
旅途才让她知道丈夫的不易。春节期
间的朝夕相处，也让门浩对民警们的工

作愈加了解，更加坚定了无条件支持丈
夫的决心。

看到民警日常工作生活需要大量
的法律知识，她决定发挥自己的专长，
变身辅导老师，通过集中授课的方式，
有针对性地为民警答疑解惑。

课堂上，门浩结合自身工作经验，
以生动的案例、通俗的语言，充分调动

“学生”们的积极性，一堂题为《公职人
员实施职务犯罪心理分析和预防对策》
的辅导课，气氛十分活跃，派出所民警
们纷纷点赞。

“能用自己的专长为民警们提供帮
助，我非常开心。能成为‘警嫂课堂’的
第一位老师，我也很荣幸，这个春节还
真没白来！”门浩笑得有些腼腆。

据了解，在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
像门浩这样既有专业能力又有服务热
情的警嫂还有很多。年初，该支队根据
工作需求，创新方式载体，开设“警嫂课
堂”，聘请具有法律、医学等特长的警嫂
为编外“辅导员”，开展灵活多样的教育
教学，提供线上线下服务，为支队建设
注入了新的活力。

警嫂探亲：这个春节我没白来

□见习记者 马芳

金虎迎春，霓虹添喜。春节期间，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恼包村处
处洋溢着喜庆气氛，白天各种民俗表演
丰富多彩，夜晚更是流光溢彩、分外迷
人。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在恼包村感受
民俗文化，品味浓浓年味儿。

灯光闪闪的摩天轮、五颜六色的彩
灯、熙熙攘攘的人群……夜晚的恼包村
火树银花，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正月初十晚上，呼和浩特市民马
玉兰邀请亲朋好友相聚恼包村，在品
尝了美味的农家饭后，一行人兴致勃
勃夜游恼包村。拍照打卡、尽情畅
聊，在夜晚的美景中大家其乐融融、
共贺新春。

“春节期间，我听说恼包村不仅白
天有踩高跷、扭秧歌等精彩的惠民演
出，夜景更是分外美丽，就想着邀请亲
朋好友一起来欣赏，果然别有一番魅
力。大家游玩后都很开心，相约下次再
来。”马玉兰说。

游人三五成群漫步在五彩灯饰装
扮下的恼包村，仿佛走进变幻莫测的灯
光世界，徜徉在唯美的意境中，让人流
连忘返。

“过年期间，我们恼包村非常热闹，
每天来这里游玩的人很多。大家白天
看演出，晚上看夜景。看着我们村儿这
么受欢迎，大家都非常开心，希望新年
里我们的日子也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恼包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今年春节，为了丰富节日生活，不
少呼和浩特市民选择周边游，大召、恼

包村、莫尼山非遗小镇等地成了市民休
闲放松的好去处。

据了解，从农历大年初一到二月
二，每天下午3时 30分，恼包村“桃李
源民俗大集”惠民演出精彩不断，主要
有传统二人台、二人转、晋剧、西部民歌
等节目。正月十三，恼包村主街道全天
有高跷表演；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全
天有秧歌队、锣鼓队等演出，可谓是热
热闹闹贺新春，欢欢乐乐闹元宵，让群
众在欢乐的气氛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夜游恼包村感受别样年味儿

清理路面积雪。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2021年5月10日，内蒙古大中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
牌上市，实现了巴彦淖尔A股上市企业
零的突破，成为自治区近9年第一家A
股新上市公司。

9月16日，巴彦淖尔远景能源有限公
司首台风机下线。该项目是巴彦淖尔经
济技术开发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大力
发展风机装备制造业的一项重要成果。

12月26日，巴彦淖尔至呼和浩特城
际动车开行。该列车2022年1月10日
正式运行，临河至北京乘车时间将缩短
至5小时35分。

12月28日，巴彦淖尔市口岸110千
伏变电站至蒙古国查干哈达35千伏输
变电工程成功送电。线路通电后，将为
蒙古国南戈壁省查干哈达海关监管区及
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电能，
并为当地发展物流中转区和商贸集散区
提供有力保障。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回望2021，
“十四五”开局之年，巴彦淖尔市取得的
一个又一个喜人成就，为现代化巴彦淖
尔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一年来，巴彦
淖尔市委、政府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领航
发展方向、厚植发展优势、破解发展难
题，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实际行动

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保护，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深化改革
创新，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地区发展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升，实现了“十四五”良好
开局。

这一年，巴彦淖尔市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全面推行河湖林
长制，积极开展境内黄河河道整治，持续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乌梁素海
生态补水通道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地
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乌梁素海流域保
护修复工程入选2021年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中国十大特色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乌兰布和沙漠治理区被评为国家“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巴彦
淖尔市成为国家命名的第一批生态文明
建设先行示范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和国家园林城市。

这一年，巴彦淖尔市积极践行新发
展理念，优化产业布局，在河套平原重点
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电商物流、高新
技术产业。同时推动矿山、冶金、化工等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提高
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大力发展新兴
产业，加大石墨烯、新能源、大数据、云计
算、文化旅游等项目引进建设力度，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极。为建设“两个基地四

个产业集群”（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清洁能源基地、新材料产业集群、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新型化工冶金产业集群）打下了坚实
基础。

2021 年，巴彦淖尔市奶牛存栏
22.16 万头，居全区第二位，牛奶产量
87.36万吨，居全区第二位。开工建设了
杭锦后旗、磴口县、乌拉特前旗3个 10
万头乳业园区项目。

2021 年，巴彦淖尔市肉羊饲养量
2215.5万只，居全区第一位。建成投运
草原鑫河肉羊屠宰、羊肉熟制品以及肉
羊副产品深加工等项目，开工建设了五
原肉羊小镇等项目，初步形成肉羊屠宰
分割、熟制品、羊血制品、羊胎盘冻干粉、
羊油脂调味品全产业链。

2021 年，全市向日葵种植面积
358.49万亩，居全区第一位，向日葵产量
80.6万吨，占全区总产量的62.9%，居全
区第一位，是全国最大的食用向日葵生
产基地，种植面积、产量、规模化种植水
平、品种研发、加工能力、出口量均居全
国之首，已发展形成集向日葵种子研发、
基地种植、精深加工、市场营销、旅游观
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巴彦淖尔市有煤化工产业规模以上
重点企业13户，现有产能洗煤5000万
吨、焦化590万吨、甲醇60万吨、煤焦油

25万吨、粗苯10万吨。2021年建成投
运了黑猫二期30万吨甲醇、8万吨合成
氨项目，开工建设了黑猫二期100万吨
焦化项目。

巴彦淖尔市有2户风电装备产业重
点企业，现有产能风机650台套，占全区
11.3%，塔筒150台套。2021年建成投
运了远景500台套风机，开工建设了欣
颜200台套风机塔筒项目。

这一年，巴彦淖尔市始终把招商引资
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作为抓项目、
谋发展、促发展的关键之举来抓，立足自
身资源禀赋、产业优势，通过走出去开展
招商引资、举办推介会、精准招商、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方法，全年签订投
资协议84个，签约资金533.62亿元。

这一年，巴彦淖尔市开复工194项
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到99%，完成投资
227.2亿元，占年度计划89.1%。其中新
建80个项目，完成投资82.4亿元。

站在新的起点上，巴彦淖尔市将以
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披荆斩棘的攻坚力、
善作善成的真本领，信心满怀、奋发有为
地阔步迈向新征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推进高水平生态
保护、高质量经济发展、高品质人民生
活、高效能社会治理、高标准党的建设，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奋力谱写现代
化巴彦淖尔建设新篇章。

巴彦淖尔：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本报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
张璐）2月 11日晚，由2022北京新闻
中心主办的“双奥之城新气象——
2022中外媒体北京行”采访活动走进
国家大剧院，60余名中外记者一起欣
赏大型舞剧《五星出东方》，感受人间
真情和民族团结的和谐图景。

舞台上婀娜多姿的“灯舞”上演
“手可摘星辰”，端庄大气的“锦绣”舞
段伴随织机声袖舞翻飞，一展大汉气
魄，火热动感的“集市舞”让观众忍不
住一起律动摇摆……记者看到，现场
的气氛非常热烈，在场观众们不断送
上掌声、欢呼声，大家被国宝文物演绎
出的传奇故事所打动。

据了解，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构想
和题材来源于在古丝绸之路新疆和田
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1995年

10月，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和田
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
一块织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上
有8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现为国
家一级文物，它的出土也被誉为20世纪
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告诉
记者，舞剧《五星出东方》正是基于这
一考古发现，通过艺术化创作处理，让
珍贵文物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在舞
台上展现出来。

舞剧讲述了在精绝古城，汉朝戍边
将领奉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
之女春君之间，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
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厚
情谊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中国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结成中
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近距离感受《五星出东方》
国 宝 原 来 这 么 美

“我不敢奢望她能完全好起来，我只
想她能活下去……”这是一位年迈母亲
最大的心愿。

过去的11年里，家住乌兰察布市兴
和县的大学生肖燕饱受系统性红斑狼疮
带来的折磨，2020年10月她病情突然加
重，不得不中断学业住院治疗。肖燕的家
庭经济情况本就不好，再加上这些年来为
了给她治病已负债累累，家庭陷入困境。

万般无奈之下，肖燕的母亲找到兴
和县融媒体中心，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
得到帮助。为了帮助肖燕治病，2021年
8月17日，兴和县融媒体中心开展了“办
实事、献爱心”自愿捐款活动。

同时，兴和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掌上兴
和县微信公众号、兴和微生活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以及兴和县绿色环保协会、兴和县
青年爱心志愿者协会等爱心组织，通过设
立爱心捐助群，向肖燕及其家人伸出援助
之手。兴和县残疾人联合会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确认肖燕的具体情况，为肖燕捐

赠残疾人临时救助金2000元，并通过兴和
县融媒体中心将捐款送到肖燕母亲手中，
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能为身处困境的人奉献一点爱心，心
里就得到安慰了，是否留姓名不重要……”
2021年8月19日上午，一位年过七旬的老
人走进兴和县融媒体中心从兜里掏出100
元捐助给肖燕，并祝愿她早日脱离困境。

据统计，短短13天，有110位爱心
人士共捐款11974.41元，兴和县融媒体
中心将全部爱心捐款交到肖燕母亲手
中，用于肖燕的治疗。

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兴和县
融媒体中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媒体的力
量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兴和县融媒体中心 白善善）

办一件实事 暖一片人心

本报乌海2月12日电 （记者 郝
飚）日前，乌海海关为内蒙古乌斯太华通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货值约 20.8万元的
三氯乙烯签发输出日本RCEP原产地证
书1份，这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协议1月1日生效以来，乌
海海关签发的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
该证书约为企业减让关税7280元。

原产地证书素有“纸黄金”的美名，
RCEP协议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和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原
产地证书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
国、越南6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
兰、澳大利亚4个非东盟成员国生效。按照
协议，各成员方之间将按协定规定实施降
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最终将实
现零关税。“RCEP终于生效，以后我们企业
的主要产品三氯乙烯出口至日本的关税由

4.6%降至3.5%，我们产品出口的价格优势
增加，对我们扩大日本消费市场份额帮助
很大。”内蒙古乌斯太华通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张艳飞说。

据悉，为保障RCEP原产地证书顺利
签发，乌海海关发挥隶属海关作用，积极开
展RCEP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解读和
RCEP原产地签证证书填制规范等宣传解
读，对关区签证重点企业实施“点对点”指
导，帮助企业分析比对关税减让幅度，合理
选择原产地证书类型，最大限度享受优
惠。乌海海关接下来将持续跟踪RCEP政
策实施情况，及时收集解决企业遇到的问
题堵点，指导辖区内外贸企业根据自身情
况，结合RCEP及其他优惠贸易协定（安
排）的关税减让幅度、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
序进行综合评估、比较，充分利用优惠政策，
达到经济收益最大化。

乌海海关签发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

■上接第1版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企业和

群众，是反映建议、推动政务服务问题解
决的重要渠道。2021年，锡林郭勒盟针
对过去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存在号码过多
记不住、服务资源分散、电话难接通等情
况，将优化整合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为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重要着力点强力推进，从5月份开始试
运行锡林郭勒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通过座席前台接听、派件限时督
办、领导实时盯办、相关单位承办、全程办
结可追溯的运行管理新模式，切实提高了
热线服务接收率、办结率、满意率。

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中，锡林郭勒盟
成立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整
合39条热线建成全盟统一12345政务
服务热线平台，实现群众诉求12345全
天候“一号响应”，让“12345，有事找政
府”服务理念深入人心。

2021年，该盟12345热线共接听电
话59756条，受理工单62725件，其中接
听直办31242件，转办旗县和盟直部门
31483件、受理 31356件、共办结60952
件，办结率97.17%，回访率100%，群众
满意率也基本达到了100%。

热线灵不灵，群众口碑是核心标
尺。群众拨打12345不仅可以咨询政策
法规及便民信息、投诉民生问题，还可以
进行非紧急类求助等。

为了更快捷、更高效地解决群众诉

求，将这座为民服务的“连心桥”搭建得
更实，锡林郭勒盟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按照受理、派单、办理、答复、督办、
办结、回访、分析、评价等流程，对群众诉
求进行闭环管理。同时，将热线办理情
况纳入各旗县市区和盟直各部门目标绩
效考核，按月跟踪督办、定期进行全面考
核评价，确保热线一呼即应、一应即办、
一办到底，让“12345，有事找政府”成为
群众最理想的选择、最信赖的诉求反映
渠道。

锡林郭勒盟：服务增温度 办事提速度

本报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
柴思源）2月12日晚，北京冬奥会女子
钢架雪车结束了第三轮和第四轮的较
量，内蒙古运动员赵丹在第三轮滑行
中出现失误，总成绩4分09秒 52，无
缘奖牌。

在第三轮滑行中，赵丹在出发和前
3个弯道的处理上发挥出色，但在出第4
弯时出现失误，发生侧移。随后她迅速
调整状态，平稳度过5至9弯，但在第10
个弯道的处理上再次出现失误，发生侧
滑，对速度持续造成损失，最终以1分02
秒53的成绩结束滑行，暂列第9。在最
后一轮滑行中，赵丹出发用时5秒23，第

13弯时有些失误，结束用时1分02秒
33，总成绩最终定格在4分09秒52，获
得第9名。另一名中国选手黎禹汐在第
三轮和第四轮分别滑出了1分02秒39、
1分02秒94的成绩，总成绩4分10秒
59，获得第14名。

此次赵丹和队友一同站上冬奥赛场，
也是中国女子钢架雪车的冬奥首秀，无论
成绩如何，她们都创造了中国女子钢架雪
车的新历史。年仅19岁的赵丹在此前的
官方训练和前两轮滑行中，表现出了不错
的竞技状态，展现了冲击奖牌的实力，也
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女子钢架雪车以及
赵丹在未来的更多可能性。

赵丹获女子钢架雪车第9名

本报呼和浩特 2月 12 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呼和
浩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获悉，近
4年来，呼和浩特市政协围绕呼和浩特
工作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广泛凝聚
社会各界共识，问计民生，为首府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保护、
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呼和浩特市
政协围绕呼和浩特市“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示范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评选、居民小区物业管理水平提
升、燃煤控制区重新划定、清洁能源推广
替代散煤供热及呼包鄂乌区域一体化发
展、大唐托电热源长输入呼工程等一大
批民生问题和民生工程，开展协商资政、
议政监督、专题协商、建言献策、履职尽
责，有效推动民生问题解决，民生工程目

标实现。此外，政协委员重点聚焦安居、
就学、就医等百姓关注问题，深入调研，
献计献策，齐心协力助力症结问题解决，
民生服务改善。

特别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方面，呼
和浩特市政协各界别政协委员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组织医务人员送医送药，捐款
捐物献爱心，累计款项达 3442.88 万
元。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委员持续发
力，解决资金短缺难题，助推脱贫攻坚，
协调争取各类帮扶资金3725.96万元，
助力首府全面脱贫。

4年来，呼和浩特市政协努力站位全
局、服务大局，开展各类协商议政、专项视
察、专项民主评议等活动，征集提案2297
件、立案2083件，立案率达到90.68%，重
点督办提案58件，受表彰的优秀提案217
件。各承办单位深入现场协商调查，积极
采纳建议，所有提案全部办复。

呼和浩特市政协凝聚各界力量
助推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