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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魏那 通讯员 刘晓冉

今年年初，一份由自治区科技厅批准建设
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名单公布，其中赤峰市元
宝山区的驻区企业赤峰瑞阳化工有限公司榜上
有名，成为自治区唯一一家获得建设多元醇化
工新材料重点实验室的企业。

赤峰瑞阳化工获此殊荣，标志着元宝山这
个曾“以煤为美”资源依赖型的城区，已在经济
发展大潮中改变了航向。

先看这样一组数据：2021 年，元宝山区出
口额 21.53 亿元，占赤峰市出口额的 72.98 %，
在全市遥遥领先，占据出口贸易大半壁江山。
再看产业结构，2008 年，元宝山区三次产业比
为8.4：55.6：36，到 2021年已调整为12.7：49.3：
38.0，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意味着该区“一煤
独大”的经济格局已成为历史。

“ 挑 商 选 资 ”汇 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力 量 。
2021年，一家来自河北的精细化工企业想在元
宝山区落户发展，“投入 1.8 亿，产值 3亿，占地
100亩，能耗3000—3500吨”。

面对这样的投资数据，元宝山区开发试验区
的招商负责人摇了头：“2021年至今，我们一共
拒绝了16家企业，有的因为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有的不符合我们的产业定位和能控要求，我
们需要的是高科技、高附加、高产值、低能耗、低
排放、低风险的‘专精特新’型精细化工企业。”

当下的元宝山区，放弃了项目数量的无序
增长和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不仅凭“慢发展”
赢得了企业尊重，“淘”来的 56家国际、国内优
势企业，也正成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梁
八柱。 区域内硫磷钛化工、生物化工、医药化
工、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已逐步形成，
产业集聚和循环发展效应日益显现，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占比由 2015年的 30%提高到 2021
年的45%，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增强。

科技创新是突破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关键。
为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元宝山区引领驻区
企业积极整合地区优势和资源禀赋，与国际、国
内领军企业错位互补，在合作发展中共同提高
产业效能。

在开发试验区，以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为
代表的世界知名跨国企业，以云天化集团、新奥
集团为代表的国内领先企业，以伊品生物、瑞阳
化工为代表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展开投资与技
术合作。大地云天与四川大学、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已开展研
发项目近50项，形成科技成果40余项，申请知
识产权 25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8项。伊品生
物独立建立了企业技术中心，并成立了高效液
相色谱分析室、氨基酸分析室、发酵试验室等门
类齐全的专业化研究机构，目前已获得发明专
利 12项。内蒙古普因药业自主研发的最新一
代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硫酸依替米星，是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新药，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截至 2022年 1月，开发试验区共有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10家，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
工程中心等 14家，科研从业人数 656 人，累计
授权专利 193 项，其中国外发明专利 12项、授
权国外实用新型1项，独占许可专利3项。

“延链强链”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开发试验区已完成硫磷钛、生物化工、精
细化工的循环产业链打造——大地云天、奥鑫
化工等生产的磷、氮、钾肥是杰翔复合肥生产复
混肥的主要原料；伊品生物生产的淀粉为帝斯
曼润邦、科为博生物、蒙鼎生物生产食品添加
剂、生物酶制剂、有机肥料提供主要原料；瑞阳
化工生产的多元醇系列产品，中间产品乙醇为
普力泰、华琨、康普提供主要原料，副产发酵废
气是联谊生产食品级二氧化碳的主要原料……

通过促进产品关联、企业关联、产业关联发
展，开发试验区整体循环发展效应也日益凸显。
大地云天、伊品生物均使用合成氨作为主要原
料，另有精细化工企业7家使用；硫磷钛产业链
副产盐酸可供给生物化工、精细化工十余家企业
使用。这种关联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还在进一
步增强，它有效助推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为元
宝山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动能。

曾经的元宝山区因资源型煤产业而兴，如
今的元宝山区“腾笼换鸟”、引智升级领跑地区
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让该区经济在高质量发展
中加速奔跑。

新兴产业领跑高质量发展

·基层

【云听】
【云集】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李宝乐

“太感谢了，我这个欠款纠纷已经好几个月
了，之前调解效果都不怎么好，没想到在这里一
天就解决了。”困扰多时的“心病”终得解除，水
果供应商刘先生由衷感激。

原来，高某经营水果店，刘先生负责供货，由
于高某欠刘先生16000多元的水果款，并以各种
理由一直未付款，两人因此产生了纠纷，后经包
头市稀土高新区公平交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高某分期付款，一年内付清，双方
这才握手言和。

稀土高新区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
局局长段晓峰介绍说，公平交易人民调解委员会
是由食药工商局牵头，在政法委协调下，稀土高
新区人民法院、司法局、消费者协会、律师事务所

等单位于2021年 7月共同成立的自治区首家公
平交易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调解辖区
内消费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消费、
买卖合同等纠纷。

内蒙古瑞安律师事务所李秀银是调解委员会
的调解员，也是参与该项工作的见证者与体会者。
她说：“律师的服务是有偿的，但调解委员会调解工
作是无偿的、公益性的，相比原被告走法院程序，既
节省了诉讼费、律师费，还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调
解委员会解决纠纷短平快、效率高、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调解纠纷之所以能缩短时间，是调
解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决定的。食药工商局、消费
者协会接收到当事人就消费及交易领域产生纠
纷提请解决的诉求后，如能通过一般释明引导便
可解决的，则由各自单位相关负责同志解决。如
经前述释明引导仍无法解决，当事人拟准备通过
诉讼渠道解决纠纷的，或未经食药工商局、消费

者协会处理直接前往法院拟提起诉讼的案件，属
于法院管辖的案件，由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通过
诉前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并由人民调解委员会
指派特邀调解员负责具体调解工作，人民法院负
责登记。经调解后仍无法化解，当事人坚持起诉
的，由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对于一方当事人明确
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截至目前，公平交易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有调
解员60余名，总计调解各类纠纷案件近百起，为
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记者感言：不难看出，调解委员会的建立，不
仅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们减少了诉
讼成本、缩短了诉讼周期，还有效减轻了人民法
院的办案压力，同时，解决了人民群众在消费维
权、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投资创业等方面的揪心
事和烦心事，意义非同一般。

多元调处再升级 矛盾化解在基层
包头稀土高新区

元宝山区

【云窗】

●近日，中宣部公布了2021年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
范项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
阿荣旗妇幼保健院的农村适龄妇女
免费“两癌”检查项目荣获2021年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
范项目荣誉称号。自2012年到现
在，阿荣旗妇幼保健院累计已为全
旗9万余名35-64周岁农村适龄妇
女开展了“两癌”检查。

（徐忠馨 关彬）

●近日，乌海市海南区依法依
规对拉僧庙镇白海子草场21万平
方米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
作，共出动挖掘机、铲车、翻斗车共
计8辆，对该区域内4家落后产能
企业办公用房、洗煤池等厂房设备
和地面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清
理现场建筑垃圾约 1000立方米。
下一步，海南区将按照“自然恢复为
主，人工恢复为辅”的原则，确保区
域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科左中旗人民法院开
展“百名法官进百企”活动，四个基
层法庭纷纷走进企业，深入了解辖
区内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
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问题，为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贡献司法力量。

（易洋 陈喜吉乐）

●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多伦县人民法院开
辟绿色通道立、审、执涉企案件。今
年2月以来，立案庭开辟绿色通道
立涉企案件17件，诉调对接中心快
速调解结案 13 件，涉及金额达
393100元；受理涉企执行案4件，
执结2件。这些案件的快立、快调、
快执，及时解决了企业难题。

（武佳慧）

●日前，凉城县人民政府与内
蒙古金石牧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由此，金石牧业奶牛
养殖基地项目落地凉城。该项目总
投资2亿元，以奶牛养殖、奶制品加
工销售为主，同时推行“农牧+文
旅”发展模式，将对凉城县加快文化
旅游建设步伐，推进农牧业产业化
进程，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宋福恒）

● 近 日 ，奈 曼 旗 组 织 开 展
2022 年“春风行动”送岗下乡就业
服务对接会，共联系 35 家企业，
深入全旗 15 个苏木乡镇（场）及
劳务输出重点嘎查村开展送岗下乡
就业服务对接活动，累计发放企业
用工手册等宣传资料6500余份，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380余人。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王阳）

●为丰富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近日，乌审旗嘎鲁图镇在全
镇范围内推广展开“一村一歌”计
划，积极鼓励嘎查村组织广大农牧
民集聚智慧、一起协作，创作一首属
于农牧民的村歌，以村歌激发村民
内生动力，以村歌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 （乌审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察右中旗供电分公司全
面开展线路设备巡视和隐患排查工
作，组织基层运行班组、供电所对辖
区内高低压线路和配电台区进行全
面巡查，对发现的隐患缺陷分类登
记，明确时限，及时落实整改，切实做
到“有患必除”。 （赵国栋 杨利斌）

●春耕备耕以来，科左后旗科协
组织动物防疫专家和科技工作者通
过技术讲座和入户指导等方式开展
春季动物疫病防治、青贮种植等工
作，为农户实现增产增收、提质增效
提供科技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截至目前，已开展培训20余场。

（科左后旗融媒体中心 孙路
乌云毕力格）

●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近
日，中铁十五局轨道交通运营公司
新朔铁路运输处团支部与准格尔旗
南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积极联系，
联合开展了“传承雷锋精神，助力文
明小区创建”活动，对居民小区宣传
栏、绿化带等公共区域的白色垃圾、
烟花爆竹残留物、公共卫生进行清
理，为居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生
活环境。 （张川东 仝鑫磊）

●进入春季以来，赤峰市松山
区穆家营子镇200余名党员干部冲
锋在前，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农牧业
生产服务。目前，全镇20余家农资
企业和经销门市正常营业，农业生
产工作有序推进。

（松山区融媒体中心）

苏尼特左旗
牧民互助服务中心被命名为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本报锡林郭勒3月22日电 近日，中宣
部命名第七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
学雷锋标兵，此次命名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各50个，其中，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左旗牧民互助服务中心被命名为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苏尼特左旗牧民互助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7年，现已吸纳具备多种技能且具有创业
精神的年轻党员和牧民群众 30余人。服务
中心创建人云涛自费修建了200平方米小型
置物库房1间，购置了修理网围栏设备2套、
电焊设备及工具2套、应急发电机设备2套、
木工工具及机械修理等工具，还为牧民群众
互助服务中心配置了专门的小型拉水车、货
车、装载机等，能够满足当前为牧民进行救援
抗灾活动的需求。该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先
后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区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等荣誉称号。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苏尼特左旗
融媒体中心 王婷婷）

孪井滩示范区
启动重点建设项目
集中审批月活动

本报阿拉善3月22日电 为推动孪井滩
生态移民示范区 2022年重点建设项目早开
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近日，该示范区
启动2022年重点建设项目“驼乡帮您办”集中
审批月活动。

据了解，2022年示范区计划实施重点建
设项目5类27个，总投资168.28亿元，当年计
划投资24.52亿元。其中，盟级重点建设项目
13个，当年计划投资9.57亿元。该示范区把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减时限、减环节、减材
料”，利用好“一网办”“掌上办”“一次办”“盟域
通办”“帮您办”等有力举措，全面优化项目审
批服务，提升项目审批速度，确保项目尽早完
备手续。 （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乌达区
党员冲锋在前
全力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本报乌海3月22日电 连日来，乌海市
乌达区各级党组织第一时间吹响疫情防控“集
合号”，广大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一线，以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坚强保障。

在巴音赛街道幸福社区，社区60余名党
员志愿者通过上门入户、电话回访等形式，按
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对辖区外来人员逐一登
记，建立台账，加强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的
排查管控。胜利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干部成立
疫情流动宣讲队和消杀队，走街串巷，宣传疫
情防控最新动态和防控知识，对关键部位进
行消杀。新达街道爱民佳苑社区老年人居
多，社区党委组织党员对辖区居民的疫苗接
种情况进行摸排，并联合区中心医院上门为
符合接种条件的高龄老人进行疫苗接种，确
保不落一人。

作为乌达区唯一的涉农社区，乌兰淖尔镇
泽园社区党委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会，就社
区如何开展预防性消毒、消杀工作职责等4个
方面进行了讲解，并组织党员、网格员、志愿者
开展疫情防控实地模拟演练。近日，乌海市蓝
天救援队联合乌达区手牵手爱心协会对该区
26所学校进行了全面消杀，保障学校顺利开
学。 （记者 郝飚 实习生 李浩）

阿拉善右旗
走访企业登门纳谏
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

本报阿拉善3月22日电 近日，阿拉善
右旗委政法委在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讨论
活动中，会同该旗公安局、工信局、司法局、雅
布赖镇党委政府深入雅布赖镇部分企业开展
实地走访调研，听取企业对政法机关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切实找准政法机关服
务保障企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持续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

在走访调研中，他们先后走进内蒙古祁泰
化学有限公司、阿右旗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南龙化学有限公司、内蒙古宇晨润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实地走访和座
谈交流，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状况，并与企业
负责人就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逐项分析，
寻找解决路径，认真听取企业关于法治化营商
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了解企业所需所盼。“此
次走访调研，就是要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进一步加深企业与政法机关的沟
通联系，希望企业积极提出意见建议，我们将
按照“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的原则抓好、
抓细及时跟进，进一步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工作做实做细。”阿右旗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斌说。 （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胡建华 胡立忠 摄影报道

“咱们都知道，春剪是决定果子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先不要急于动
剪子，要先观察树的形态、长势。去强留弱，去直留斜。”在剪枝比赛培训
现场，开鲁县鸡心果产业协会会长刘春艳一边指导果农剪枝，一边讲解技
术要领。

近日，开鲁县鸡心果产业协会联合县林业和草原局果树指导站、县科
协举办了标准园建设及果树春剪技术培训，对近百位果农现场实训，引领
果农学技能、强本领、增效益，促进全县鸡心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开鲁县鸡心果产业协会成立于2018年，由产业大户刘春艳牵头注
册，现有会员50人。该协会为会员免费提供春剪、植保、病虫害防治等技
术服务，并联系销路。4年来，辐射带动全县230户果农参与其中，栽植鸡
心果近万亩。

会员朱凤梅2017年栽了35亩鸡心果，协会无偿为她提供技术指导，
她的果园第三年就有了喜人收获。为了让更多同行受益，提高果农剪枝
技术，朱凤梅特意在自家果园留下十几棵果树用于剪枝比赛，还为参赛者
准备了奖品。

在赛前的培训会上，开鲁县林业和草原局果树指导站专业技术人员
围绕林果产业发展规划、标准化果园建设、果树春季管理技术以及果品品
牌打造等方面内容，为果农进行了细致讲解。

截至目前，开鲁县有建成果园20万亩，其中鸡心果9.32万亩，亩均效
益达到8000元。

春剪培训以赛促学兴果业春剪培训以赛促学兴果业
开鲁县

开鲁县鸡心果协会会长刘春艳（右三）现场讲果树修剪技术。

果农朱凤梅为果树剪枝。

比赛现场，果农们观摩学习。

【云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