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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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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赤峰3月27日电 （记者 魏
那）据赤峰市巴林左旗委宣传部消息，考
古人员近期在该旗开展野外古迹踏查
时，发现罕见辽代梯田和酿酒作坊遗址，
该遗址目前保存完好。

巴林左旗曾是辽上京所在地，境
内保存许多辽代珍贵文物遗迹。新发
现的辽代梯田遗址位于该旗隆昌镇保
安堂村南一座矮丘上，面积 300多亩，
梯田约 20层，每层梯田之间由低矮灌
木分隔开，虽历经千载，依然平坦整
齐。赤峰市巴林左旗政协文史委员会
委员池建学介绍，根据《辽史》记载，结
合辽上京周围的山川地势，确定这里
是辽代梯田。池建学认为，在辽上京
发现大规模辽代梯田，展现了中国辽

代时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已经深度
融合，为研究辽代时期民众的农业生
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具体借鉴。

新发现的辽代酿酒器皿位于隆昌
镇通往盖家店村北部石橛子山谷的一
处大型辽金建筑、居住遗址。石橛子
山整个遗址被四周梯田紧紧包围，结
构清晰、内涵丰富，面积大约 20余亩，
有石垒建筑、有房屋基础建筑遗址和
被盗的墓葬坑，在遗址南侧高台处最
大的一处盗洞下方发现辽金时期铁铸
残锅碎片。考古人员认为，铁铸残锅应
是辽代酿酒器皿，这片遗址应是辽代的
酿酒作坊，它的发现为研究辽代上京地
区白酒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把中国
白酒酿造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巴林左旗发现大规模
辽代梯田和酿酒作坊

本报乌兰察布 3月 27 日电 （记
者 海军 实习生 杨泉 康宇）连日
来，在乌兰察布市的草原上，牧民们正在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接羔保育是牧民一
年中最重要最忙碌的时期，一只只可爱
小羊羔的诞生，给草原增添了无限生机，
给牧民带来了增收致富的喜悦和希望。

在察右中旗库伦苏木第四嘎查牧民
刚图木尔的棚圈里，一只只小羊羔活蹦
乱跳，母羊膘情好，奶水充足，羊羔成活
率也高，刚图木尔虽然忙碌但心情舒畅，
他说：“我家养了近200只基础母羊，目
前已接了 100 多只羊羔，全部都成活
了。”

为切实提高仔畜成活率，察右中旗
各苏木乡镇（园区）高度重视牲畜接羔
保育工作，提早安排部署，组织专业人
员定期走访牧户，发放宣传单和药品，
帮助牧民开展接羔保育、饲草料补喂、
棚圈抗风寒、圈舍消毒、接羔室保暖、羔
羊常见病防治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为

牧户在牲畜生产过程中提供全方位技
术保障和支持，确保母畜安全，提高仔
畜成活率，为全年畜牧业生产奠定良好
基础。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不断增强畜牧
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饲养管理
条件，有效提高接产工作的安全性和繁
殖母畜的保膘工作；储备充足的饲草料，
确保牲畜过冬度春和接产期的营养供
给；认真做好疫病防治，储备足够药品，
对一些牲畜的常见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
常规治疗；加强母畜饲养管理，确保母畜
和接产仔畜的成活率；科技下乡，服务到
户，科技人员利用农牧民农闲时间开展
内容丰富的家畜饲养管理、选种配种、接
羔保育、饲草青贮转化、棚圈建设等技术
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养殖户的科学养殖
水平。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共接产仔畜
362.46万头只，同比增长3.8%，仔畜成
活率达到98.78%。

乌兰察布市接羔保育工作顺利开展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阿妮尔）今年以来，呼
和浩特海关统筹口岸疫情防控和促进外贸稳增长工
作，不断优化口岸进出口通关模式，推进“非接触式”货
物交接模式在辖区陆路口岸落地。

近日，一批含PVC板、石膏吊顶板等在内的建材类
货物通过二连公路口岸出口到蒙古国，该批货物重
27.02吨。装载该批货物的集装箱运输车辆从二连浩
特市环宇物流园区驶向零公里换装作业点，通过集装
箱吊装作业模式完成货物的换装运输。在整个流程

中，各车辆司机全程不下车，实现了集装箱的“无接触”
转运工作。

据悉，二连公路口岸“非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于
2022年1月起实施。该模式下，负责换装的吊车将集
装箱从中方车辆吊装到蒙方车辆后，再将已完成消毒
的进口集装箱吊装到中方车辆上，双方车辆各自返回
国内。这样的操作，避免了运输司机的进出境以及司
机之间的接触，降低了疫情传播风险，有效保障了公路
进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目前，二连公路口岸每天进

出口集装箱在100箱左右。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海关辖区已有二连浩特、

满都拉、乌力吉 3个公路口岸实施了“非接触式”货
物交接模式。下一步，呼和浩特海关将持续严格落
实“人货分离、分段运输”要求，切实推进关区口岸
实施吊装等“非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积极配合实
施中蒙陆路口岸 AGV 无人驾驶公共服务运输项
目，筑牢口岸检疫防线，保障口岸贸易畅通，维护公
众健康安全。

呼和浩特海关：“非接触式”货物交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贾婷婷

春回大地，机声隆隆。走进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新材料产业基
地、上海交大创新产业园等基地、园区，生产现场的机器轰鸣声，打破
了多日的沉静，奏响了企业复工复产“进行曲”。

3月19日，尽管包头当地的疫情还在常态化管控中，但内蒙古北
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却“虎”力全开，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全力保证海内外订单的按期履约。

“北方股份拥有专利370多项，发明专利20多项。企业始终以产
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为目标，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
大型矿用车制造技术水平已跻身国际前列，实现与国际顶尖企业‘并
跑’。”谈起企业的发展，总设计师李来平信心满满。

一年之计在于春，扬帆奋进正当时。日前，包头出台100条新政
优化营商环境，继续瞄准最高标准，加大攻坚破阻力度，大力度推进全
方位、深层次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稀土高新区抢抓机遇、超前谋划、主动担当、狠抓落实，以锐意进
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争当服务
企业“店小二”、企业发展“贴心人”，助力企业稳订单、抓生产、拓市场，
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护航人”。

3月19日上午，记者在包头亚鑫美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
到，工人们有的在检修设备，有的在配制电镀溶液……他们往来穿梭，
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

副总经理刘岑告诉记者，目前，员工全部到岗，产能100%恢复，正
在加紧赶制发往北京和山东等地区的磁组件产品。

当日，记者刚一踏入包头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耳边便传来阵阵机器轰鸣作业声。车间内，工人们正熟练地操控
着生产设备，繁忙而有序。

“因为要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取向硅钢订单，春节期间我们没
有停产，130多名员工始终坚守一线。”总经理助理张力钧对记者
说，2022年，公司将增线扩产，力争产能达到10万吨，产值突破12
亿元以上，并在品种质量上实现新突破，生产出更多种类、性能更
好的高磁感取向硅钢，为企业发展打好基础，为包头发展作出贡
献。

在包头利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800吨抛光粉及纳米抛光液项目
生产车间，这家“当年开工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试生产”的稀土企业，
正在忙于运行设备、整理订单，铆足干劲全面投产。

总经理张文胜高兴地说：“去年，包头的营商环境和稀土高新区的
服务力度，让企业新项目建设速度超乎了预想，让我们这家来自江苏
的招商引资企业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今年，我们将展开手脚
大干一场，力争上半年达到2000吨产能，实现产值6000万元以上。”

在位于稀土高新区的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创新产业园内，
“创新”与“活力”并存的一家家科技型企业，正让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得
到成功破解，一个个国内外领先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包头交大赛福尔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纯铝及高纯氧化铝，纯
度可达99.9995%，产品应用于高端半导体磨料、锂电池隔膜材料、蓝
宝石等高端领域，技术水平全国领先，目前企业正在加紧生产来自厦
门企业的订单。

内蒙古晶陶锆业有限公司在全力保生产的同时，正在与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
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作，致力于卡脖子技术“稀土陶瓷热障
涂层项目”的研发。

今年，稀土高新区将积极稳妥推进项目复工、企业复产，积极推动总投资617.2
亿元的125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建设，重点推动金力永磁年产20000吨高性能永磁
材料项目、安泰科技年产20000吨高性能永磁材料项目、双良集团40GW单晶硅项
目、华鼎铜业10万吨电解铜、常铝10万吨再生铝、威丰新材料25万吨取向硅钢等项
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

为全力以赴跑出虎年“开门红”，稀土高新区科学研判，积极谋划，构建多元发
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2+2+N”稀土产业发展思路，做大做强稀土产
业，大力培育光伏、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加快提升有色金属材料产业层
级，加快升级装备制造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今年，稀土高新区将全面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
设，打造高水平的‘一件事一次办’和‘一网通办’服务。推广惠企政策免审即享服
务，用足用好用活‘容缺审批制’和‘企业承诺制’等政策，全力以赴惠企业、保主体、
提信心，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稀土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邬
军军表示。

包
头
稀
土
高
新
区
全
力
以
赴
开
新
局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2021年8月至9月，自治
区党委派出10个巡视组，对自治区国资委和区直有关部门
单位管理的19个国有企业开展了提级巡视。2021年10
月，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向被巡视企业反馈了巡视意见。近
日，19家国有企业公布了整改情况，并公布了联系方式，接
受干部群众监督整改落实，反映意见建议。

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针对巡视反馈问题，
修订完善公司章程，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中，全面加
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调整部门设置，完成监事会选举工
作，制定履职工作办法、议事规则等制度，健全内控机制。认
真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和民营企业应
收账款相关政策文件，扎实履行国有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
任和社会责任，更好服务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

联系电话：0471-3987002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9号
电子信箱：2490349104@qq.com

内蒙古日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积极推进国
有企业改革，研究完善集团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完
成增资扩股，加强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为民营企业
多元化经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序推进集团党委、
纪委换届工作，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召开以案促改警
示教育大会，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完善党建、
纪检、业务、人事等方面制度37项，形成用制度管人、
管事、管资产的长效机制。

联系电话：0471-4312993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西街23号日信华宸大厦6

层
电子信箱：nmgrxjtxszg@163.com

内蒙古农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党委深入贯彻落实
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开发支持“三农三牧”行业标准化产品，加大普惠型金融产
品的创新力度。建立远程电子签约系统，实行大数据审查
审批，加强担保业务风险管理，提高业务审批效率。扎实推
进薪酬分配和绩效激励制度改革，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积极
性。

联系电话：0471-4193298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9号财信大

厦9层
电子信箱：zhglb@nmgnd.cn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将公司党委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作为
前置程序，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建立完
善项目立项、尽职调查、反担保管理等7项业务制度，积极
对接国有融资担保机构，完善再担保体系，提升服务小微企
业和“三农三牧”能力。实施“清收不良、化解风险”三年行
动，推进逾期项目化解、代偿项目追偿、抵债资产处置和责
任追究等工作。

联系电话：0471-3136766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东街12号银联大厦

15层
电子信箱：zdbdqgzb@163.com

内蒙古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加强国资国企改革政
策研究，引入多元化智力资源，为自治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
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建设三年发展规划，加快业务骨干和
人才引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推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
化，目前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总体任务完成85%。

联系电话：0471-3263527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3号日信大厦
电子邮箱：gzyydqb@163.com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充分发挥环境能
源交易所作用，实施碳汇交易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三
步走战略。针对业务审核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制定交易项
目分级审核制度，压实各级业务审核部门责任。加强业务
培训和工作指导，提升盟市国有企业进场宗数和进场金额，
扩大服务国有企业覆盖面。对长期未清理往来资金风险进
行评估，建立常态化跟踪机制。

联系电话：0471-3473049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3号日信大厦
电子邮箱：nmgcqjyzx@163.com

内蒙古正益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坚持农场建设与
乡村振兴相结合、习艺矫治与戒治效益相结合，一体推动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积极协调职业技工学校、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推荐，提
高戒毒人员就业率，提升企业社会效益。建立政治监督、日
常监督、专项监督和以案促改四本台账，精准研判各类岗位
风险点，加强企业廉政监督。

联系电话：0471-5316805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西街3号
电子邮箱：nmgzyjtxszgbgs@163.com

内蒙古恒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坚持将巡视整改
与党史学习教育、职工队伍整顿和国有企业改革一体推进，
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聘请第三方对子公司进行审计，
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轮岗交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积极
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建立粮食进销存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粮食收购全过程电子监控。

联系电话：0471-2399576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与科尔沁路

交汇处西北侧
电子邮箱：nmghzsy2021@163.com

内蒙古第一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针对巡
视反馈问题，着力从体制机制上查找原因、堵塞漏洞，建立
完善市场开发奖励、员工退出管理、项目成本管理考核等制
度。积极追缴应收账款，制定用工需求计划，盘活低效无效
资产，有效解决资金不足、人才流失、设备老化等问题。加
强合同相对方资质和履约能力审查，建立涉诉单位清单，及
时清理债权债务，逐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联系电话：0472-6920065
邮件地址：包头市青山区呼得木林大街33号
电子信箱：3139292490@qq.com

包钢西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认真执行“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修订公司党委工作规则、董
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等6项制度，进一步明确党委会、董
事会、经理层职责边界，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针对巡视反馈的具体问题，重新整合工程建
设、装备制造、城市服务、信息科技等主导产业，推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项目发展储备，扫清改革重组和专
业化整合障碍。

联系电话：0472-2620157
邮件地址：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与三八路口南
电子信箱：bgxcjtgs@163.com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北方稀土实现高质量
发展。先后实施白云鄂博矿山、包钢尾矿坝生态恢复工程，
稀土“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项目，有序推进清洁能源替
代工程。强化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有
选择地延伸稀土产品产业链，加快集约化、高端化、绿色化
和数字化转型。

联系电话：0472-2623255
邮件地址：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83号
电子信箱：zgbfxt@163.com

内蒙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组建科研创新攻
关小组，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技术交流，探索先进科研管理
模式，提升整体科研能力。全面排查“靠企吃企”问题，建立
职工廉政档案，制定轮岗交流管理办法，加强重点岗位、关
键环节监督管理。修订完善公司财务管理办法，加大对各
类重大投资项目的管控力度，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确保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

联系电话：0471-3333408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87号奈伦国际

A座8-10层
电子邮箱：nmgdzgc@126.com

内蒙古土地资源收储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针对
巡视指出的问题，将有关产业调出经营范围，回归主责主
业，推动土地报批服务、村庄规划编制等项目落地。收缴违
规发放的绩效年薪并约谈相关责任人，扎实推进经理层成
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修订风险防控管理办法，设立风
险管控部，排查财务、市场、运营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将风
险防控贯穿经营发展全过程。

联系电话：0471—3398763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7号11层
电子邮箱：nmgtdzysc＠163.com

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围绕巡视发
现问题，不断深化标本兼治、以巡促建，建立完善财务管理、
薪酬管理、党风廉政等各项制度，完成了总部机关化问题专
项治理、健全市场化用工等多项改革任务。稳步推进所辖
高速公路收费智能化建设和视频联网监测工程，完成国有
资产大数据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加强风险防控管理，提升
依法合规经营水平，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联系电话：0471-6320708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东路9号
电子信箱：nmgtdw@163.com

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针对巡视
发现问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清理安全隐
患。推进通航大数据平台建设，为通用航空产业链相关企
业提供通航资源、信息、应用等综合性服务，促进通用航空
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融合发展。针对资金风险管控存在漏洞
的问题，集体约谈财务管理人员，压实岗位责任，强化资金
使用监管。

联系电话：0471-3974252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东街29号港湾大厦

18楼
电子信箱：nmghktz@163.com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制定薪酬
分配方案和激励机制，实行轮岗竞聘和市场化选聘制，推动
员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激发干事创
业积极性。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网格化工
作体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意识。紧盯廉政风险
点，修订完善公务接待和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全面加强日常
监督。

联系电话：0471-3364856
邮件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惠民街48号
电子信箱：axd_nm@163.com

内蒙古威信保安押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以巡
视整改为契机，推动改进作风，加强内部管理，从制度
层面规范了招标文件审查、资金支出监控、中标后期监
督等重点环节。积极发展涉案物资管理、物业服务、保
安员培训等业务，拓展现金清分、ATM机维护等外包
业务。提升信息化技术水平，实现关键部位和关键环
节运行监控全覆盖。

联系电话：0471-3477679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3号日信大厦
电子邮箱：zgnmgwxyygsjw@126.com

内蒙古黄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修订完善“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规范议事决策机制。通过处理不
良资产、吸收投资、增加所有者权益等方式，降低资产负债
率，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针对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问题，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追缴违规支出资金，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联系电话：0471-2849902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68号
电子邮箱：452883527@qq.com

内蒙古恒基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按照巡视
整改要求，围绕政策规定、专业技术等方面开展业务培训，
将复审、抽检等重要环节纳入年终绩效考核指标，全面提高
审查质量。建立三级审核制度，规范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发
放审核程序，排查施工图审查合同风险漏洞，建立问责机
制，加强经营风险管理。

联系电话：0471-6920948
邮政信箱：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15号5楼
电子邮箱：584258874@qq.com

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任务，整改落实永远在
路上。被巡视企业领导班子要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落实巡视整改的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
义，自觉把整改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发展、党的建设和
班子建设之中，不断巩固和拓展巡视整改成果，着力解决企
业发展深层次问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党委巡视办）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整改情况公布

近日，在内蒙古甘其毛
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
正在对入境车辆进行检
查。据了解，内蒙古甘其毛
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主动
融入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在织紧织密外防疫
情输入坚固防线的同时，全
力确保中蒙能源通道安全
畅通。自2022年1月1日至
今，该站累计检查出入境人
员1.9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
1.97万辆次。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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