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锡林郭勒2月13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梁晓虹）
据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二连
车站日前消息，2021年二连浩特铁路
口岸共完成进出口运量 1605.10 万
吨，连续第二年突破1600万吨大关；
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2739列，同比增
长15.1%，再创历史新高。

二连浩特口岸是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和“中蒙俄经济走廊”上的重要节
点城市、中欧班列中线通道的唯一出入
境口岸，也是国内货物出口蒙古国、俄
罗斯及欧洲的重要通道。2021年，二

连浩特口岸受境外疫情影响，疫情输入
风险持续存在，口岸防控形势情况复
杂。10月中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二
连浩特突发，给口岸铁路运输带来巨大
考验，二连车站强化口岸疫情防控工
作，坚决防止疫情通过铁路运输渠道输
入传播，全力确保铁路口岸正常运输。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境
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达54条，进出口
商品种类增加到100余种。一列列中
欧班列就像是“钢铁驼队”，源源不断
地向世界传递着合作共赢、互惠互利
的信号。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钢铁驼队”
再创进出口运量及接运新高

【聚焦】

本报兴安2月 13日电 （记者 胡
日查 高敏娜）连日来，兴安盟出台的全
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18条政策措施，
激活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池春水”。

在兴安盟出台的18条措施中，实施
乡村振兴“晓景计划”格外引人注目。兴
安盟计划3年内在全盟范围内打造100
个以上“基地+农牧户+市场”“晓景”式乡
村振兴带头人，除在扶持项目、优惠政策
等方面予以倾斜外，每个带头人一次性给
予5万元资金支持。

“晓景计划”中的齐晓景是兴安盟科
右前旗人才孵化中心负责人。她大学毕
业后返乡创业，2014年牵头与其他4位
大学生村官组建了展翼种植专业合作社，
探索大棚蔬菜水果种植、采摘、互联网配

送和家庭农场观光旅游，创造“赠鸡还蛋”
“赠鸡还鸡”和“赠苗还肉”三种扶贫模式，
带动了200多名百姓脱贫增收，2020年
被评选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兴安盟委开展‘晓景计划’，对我个
人来讲是鞭策，我有信心和动力把合作社
办好，把人才孵化中心办好，带领更多的
乡村人才投身到乡村振兴中！”齐晓景信
心满满地说。

兴安盟出台的18条政策措施，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重点难点工作，提出实施现
代农牧民培育计划、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高质量发展培育工程、乡村振兴“晓景计
划”、评选“兴安盟乡村工匠”、乡村振兴

“四乡工程”、实行院士链长制、建设乡村
振兴“两库一榜一平台”等具体措施举措，

加快培养农牧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牧区
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
乡村治理人才、农村牧区科技人才五大类
人才队伍建设，破解长期以来乡村人才总
量不足、结构失衡、外流严重等突出问题，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3年内在全盟范围内打造100家以
上运营管理规范、生产方式先进、经营效
益良好、带动作用明显的示范点，给予每
个经营主体最高30万元的项目扶持”“建
立‘兴安盟乡村工匠’人才储备库，对库内
储备人才设立初、中、高三个等级，初级给
予 1000 元奖补，每提升一个等级增补
1000元”“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最高300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等等，兴安盟出台的18

条政策措施，含金量高，操作性强，极大的
激发了全盟各类人才积极参与和服务乡
村振兴的热情和激情。

“盟里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我们合作
社来讲是机遇。我打算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以‘企业+扶贫车间+脱贫户’的模式扩
大生产规模，做强做大黑木耳产业，让车
间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增收。”扎赉特旗瑞
秋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和平说。

“人才兴，乡村兴。兴安盟委、行署出台
18条政策措施，旨在激发更多青年投身到乡
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破解乡村人才总量不
足、质量不优、外流严重等突出问题。”兴安
盟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大义介绍说，目前盟直
各相关部门单位正在予以承接细化，确保18
条政策措施逐条落地见效。

18条硬核举措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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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满洲里 2 月 13 日电 （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赵瑞）“太方便了，跑
一次全部手续就都办完了，让我这个财
务新手特别暖心。”日前，满洲里市的姜
学九先生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因为
事前咨询、资料齐全，十几分钟就办完
了满洲里悟空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的注
册手续。

满洲里市作为我区首批相对集中的
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地区，大力营造新
的审批服务环境。3年多来，通过不断优
化调整职能、机构设置、编制人员等方面
的工作，实现了“看一张清单、推一扇大
门、盖一枚印章”的相对集中审批服务，
惠及企业、群众和经济发展的改革成果
逐步显现。

改革试点前的2017年，满洲里市约
有 200项审批事项分散在 25个职能部

门。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以来，
满洲里市持续优化审批服务职能，坚持审
批事项“应进尽进”的原则，按照各部门使
用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政府相关依据，经过反复研究、论证，
确定进入“审批服务事项清单”的行政许
可和带有行政审批性质的服务事项共有
193项。随着集中审批工作的开展，满洲
里对市审批事项不断进行精简整合，同时
依据上级相关要求，对“审批服务事项清
单”进行动态管理。目前清单中共有149
项行政许可和带有行政审批性质的服务
事项，实现了“看一张清单”即可办理相应
的审批服务业务，大幅提升了审批事项集
约化管理。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改革目的不
仅是要相对集中事权，还要相对集中人员
和编制，从体制和机制的层面解决现行审

批的难题。
满洲里市持续优化机构设置，实现

“推一扇大门”提升审批资源使用效能。
改革前，满洲里市的审批业务办理分散在
不同的职能部门，共有300余人在不同部
门不同工作地点从事着审批工作。党政
机构改革中，满洲里市将审批服务与政务
服务两方面的职能合并，组建了行政审批
与政务服务局。在职能增加的同时，简化
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采取了“一岗多
能、一人多专”的运行模式，并配以信息化
建设，不仅减少了审批人员的数量，整合
优化了审批资源，而且提高了审批编制使
用效能。

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局成立后，将
“应进尽进”的审批服务事项、“编随事转”
的审批服务所需编制、“精兵强将”的审批
业务骨干人员，统筹放置到“一扇门”内，

实现一个机构管审批、一枚印章管审批。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以来，

满洲里市根据新的机构及职能调整，按照
经济、社会、建设等职能归口分类，满洲里
市将原25个审批职能部门在政务服务中
心的 55个办事窗口整合为 5个审批科
室，按照审批业务的数量开放多个窗口同
时办事，全面推行“一窗受理、一次性告
知、一次性办结”工作模式。满洲里市在
精简审批环节的同时，加大科室内部业务
流转的力度和效率，将原25个审批部门
的审批印章回收，启用新的审批印章，实
现“一枚印章管审批”，大大提升了审批办
结效率。

目前，满洲里市审批服务事项中，由
窗口工作人员办理的即办件达10%，业
务科长审批办结的事项达70%，审批人
员减少近3/4，年均办件量近10万件。

一枚印章管审批 惠企便民获点赞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韩雨格 摄影报道

冬日暖阳下，兴安盟乌兰浩特
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尾海雕觅食栖
息的画面，让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局科研监测股负责人许铭在日
常巡护中拍摄到了。这是兴安盟首
次监测到白尾海雕。

“白尾海雕是一种大型猛禽，被
誉为‘鸟中老虎’，数量稀少，较为罕
见，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白尾
海雕体长84-91厘米，因尾羽呈楔

形，多为纯白色而得名。它主要栖
息于海拔2500米——5300米的湖
泊、河流、海岸、岛屿及河口地区。”
许铭介绍说，白尾海雕繁殖期间尤
其喜欢在有高大树木的水域或森林
地区的开阔湖泊与河流地带。

据悉，白尾海雕喜食鱼类及野鸭、
野兔、鼠类等。一般白天活动，单独或
成对在广阔湖面和海面上空飞翔。其
飞翔时两翅平直，常轻轻扇动飞行一
阵后接着又是短暂的滑翔，动作轻松
舒展，曼妙动人。休息时停栖在岩石、
地面或乔木枝头，冬季可长时间停立
在冰面上。白尾海雕繁殖于欧亚大陆
北部和格陵兰岛，越冬于朝鲜、日本、
印度、地中海和非洲西北部。

““鸟中老虎鸟中老虎””首次现身兴安盟首次现身兴安盟

满洲里

本报呼和浩特2月13日讯 （记
者 刘洋）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示首
批55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入选。

塞上老街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大召旁，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从东入口踏上古韵犹存的塞上老街，
会看到老街东端竖立着一座醒目的
牌楼，正面书写着古色古香的“塞上
老街”四个大字，背面题字“明清遗
韵”，道路两旁所有的建筑都循着明

清的建筑风格修建。
呼和浩特市委、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塞上老
街先后经过3次大规模改造。文旅企
业对塞上老街的旅游产品不断进行
创意升级，打造自身文旅特色，以灯
光夜景和民俗文创等吸引游客走进
来、留下来。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
优化塞上老街项目设计，深挖品牌内
涵，坚持“颜值”与“内涵”并重，综合
体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塞上老街入选
首批55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

本报包头 2月 13 日电 （记者
吕学先 通讯员 陈曦）记者日前从
包钢了解到，2021年，包钢首创的含
铁有用岩干选回收系统与白云鄂博铁
矿主胶运系统实现同步连续生产，并
完成全年合格铁粗精矿生产指标，创
造经济价值上亿元，标志着包钢成功
攻克白云鄂博低品位难选铁矿石干式
磁选技术难题，经中国冶金矿山企业
协会认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有示
范推广作用。

中国现有铁矿资源居世界第四
位，但富矿资源少，矿石含铁品位平
均仅34%左右，贫矿石占全部矿石资
源储量98.8%，须经过选矿富集后才
能使用。但现有选矿技术成本过高，
成为开发利用低品位铁矿石的桎梏，
也制约着我国自采矿产业的发展。
多年来，白云鄂博铁矿开采的边界品
位红线始终定格在 20%。党的十九
大提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
用”，包钢提前布局“资源牌”，针对白

云鄂博铁矿石低品位、大块度、高寒
地区含铁围岩铁资源回收难现状，开
展了大量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多项创
新型科研成果并运用于工业生产。
2019年 11月，包钢含铁有用岩大块
干选回收系统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2020年 9月 29日，该系统正式进入
生产阶段。

经过一年多稳定生产，系统回收
极低品位含铁围岩和混入废石矿石成
效显著，不仅提升了白云鄂博铁矿石
资源利用率，保护了稀土、铌等国家重
要战略资源，还延长了矿山服务年限，
获得经济效益、资源效益、环境效益

“三丰收”。
在将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的同时，

包钢含铁有用岩干选回收系统多项研
究成果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共获得
5项发明专利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其
中“白云鄂博铁矿含铁围岩干选回收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获得了2020
年冶金矿山科学技术一等奖。

包钢含铁有用岩干选回收系统包钢含铁有用岩干选回收系统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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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正月以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广
场，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玉泉区主办
的文化活动，包括社火表演、舞龙表演，二人台表
演、秧歌队、街舞和广场舞轮番上演。从农历正
月初八开始，“第十五届塞上老街非遗庙会暨敕
勒川元宵节花灯音乐季”活动在玉泉区大召广场
红火启幕，现场还进行了非遗美食品鉴、“非遗
故事会”“网红志愿者直播”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惠
民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感受节日的红火热
闹，为虎年春节增添欢乐、吉祥的喜庆气氛。

“今年响应政府号召不燃放爆竹，就带孩子
来大召广场看看扭秧歌、舞龙等传统社火节目表
演，还近距离观看了非遗作品，让孩子们既感受
到过年的气氛还学到了文化知识。”樊女士高兴
地说。

“快到元宵节了，北京冬奥会又在火热进行
中，首府街头火树银花、流光溢彩，道路两侧建筑
以及街心花园、广场，以生肖虎为元素的‘冬奥’
主题灯光秀，以及传统灯笼展，让我们特别享
受。”观看热闹的扈大爷说。

记者走访各区看到，所到之处，市民们自觉
佩戴口罩、保持距离，疫情防控的意识却没有放
松。

虎虎生威虎虎生威。。

扭起秧歌。

翩翩起舞。

社火表演。 灯的海洋灯的海洋。。

张灯结彩。

喜迎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