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包头6月12日电 （记者 格日
勒图）近日，包头市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拨
付1000万元，用于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
中心建设。截至目前，已拨付中央资金0.9
亿元、自治区资金 0.15 亿元、市本级资金
0.1亿元，有力地保障了项目建设。

据了解，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
心是国家级新型创新平台，在内蒙古包

头市和江西省赣州市两地建设，实施年
限为 2020 年 4月至 2023 年 4月，项目总
投资 4.45 亿元，其中在包头将完成总投
资 2.15 亿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技术及
应用推广等 4个中心和稀土磁性及材料
应用、稀土储氢材料及应用等 11 个平
台，资金来源由上级资金、本级资金、企
业自筹资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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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6月12日电 （记者 高敏娜 实习
生 韩学文）夏日，位于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的兴安盟金风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随处可见技术工人紧张忙碌的身影。

“投资4亿元的金风6万千瓦风电绿电微网项
目，将建设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10台、220千伏变电
站1座及场内集电线路，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1.9
亿度，可实现开发区40%用电企业绿电替代，与燃
煤火电相比每年可减少能耗2.4万吨标准煤，年产
值可达6000万元。”兴安盟金风风电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海猛说，项目年底前建成投运，逐步
实现兴安盟工业园区绿电替代。

金风6万千瓦风电绿电微网项目仅是兴安盟引
进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一个项目。近几年，兴安
盟已先后同中广核、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华能、蒙
能等多家业内领军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在新
能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新能源消纳等领域形
成多维度共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21年底，全盟电
力并网装机容量349.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235.75
万千瓦（风电154.19万千瓦、光伏发电76.09万千

瓦、生物质能3万千瓦、水电2.47万千瓦），占比为
67.5%。新能源项目当年实现产值108.61亿元、税
收6.84亿元。

兴安盟风、光、水、生物质等资源匹配性好，具
有良好的清洁能源综合利用资源优势。该盟既做
好节能减排的“减法”，也做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

“加法”，以产业链思维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
系，将健全清洁能源产业链作为20条重点产业链之
一，积极探索清洁能源综合利用模式，成立新能源
发展工作专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行“月例会、
月报告”，每月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和协调解决产业
链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同时，依托项目建设“四季行动”，加快重点项
目的手续办理进度，强化与中广核、华能等重点企
业的协调对接，推动已签署合作协议的重点项目加
快落地，确保中广核中旗200万千瓦风电基地、中广
核前旗100万千瓦风电、华能50万千瓦风电、突泉
欣盛20万千瓦光伏等16个能源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并投运，力争年内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200万千瓦，
完成投资100亿元。

在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链发展中，兴安盟注重坚
持规划引领，按照国家、自治区最新政策要求以及
对兴安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定位，进一步细化完善
《兴安盟“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兴安
盟清洁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分年度确
定目标任务和建设时序，明确以就地消纳为主、余
电上网为补充的清洁能源发展方向，加快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预计到“十四五”末，全
盟发电总装机达到1405万千瓦左右，其中新能源电
力装机规模将达到1125万千瓦，占全盟总装机规模
的80%以上。清洁能源产业链计划完成投资800
亿元、实现产值310亿元、利税30亿元。

在推动清洁能源全产业链集群发展上，2022
年兴安盟实施新能源项目16项，重点推进中广核
300万千瓦风电基地、生物天然气、华能蒙东科右
前旗 20万千瓦风电、华能蒙东突泉 30万千瓦风
电、蒙能突泉县9万千瓦风电、金风科技6万千瓦
风电绿电微网，欣盛突泉20万千瓦荒漠化土地治
理光伏储能发电等项目建设，力争新能源产值达
到43.2亿元。

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建设快马加鞭

本报赤峰6月12日电 （记者 王塔
娜 通讯员 孟静航）端午假日期间，赤峰
市各项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优惠政策落地
生效，消费动能多点触发，文旅市场快速回
暖。据统计，端午节假期3天，赤峰市旅游
各项指标呈现“井喷”式增长，全市出游人
（次）117.243万人，旅游综合收入4.1769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6%和17%。

为激发广大市民出行畅游热情，激活
文旅市场活力，赤峰市文旅局积极响应“内
蒙古人游内蒙古”，倡导“赤峰人游赤峰”，
在统筹做好全市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抢抓端午假期机遇，号召景区出
台惠民政策，开园的20家景区有15家推出
首道门票免费优惠，3家推出打折政策，惠
民政策的出台，大大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出
游热情，假日旅游市场呈现出火爆局面。

赤峰市各地相继举办了异彩纷呈的文

旅活动。喀喇沁旗的首届文化旅游节、紫
蒙湖景区的文旅民俗展演、玉龙沙湖景区
的沙漠小英雄玉龙五项赛、“非遗”进景区、

“书香集市”进景区、乌兰牧骑进基层、诗词
书画进社区等20余场各具特色的“文旅大
餐”，极大地活跃了假日市场，激发了旅游
动能。

紫蒙湖景区迎来了极高的人气，游客
接踵而至；太阳岛精彩纷呈的节目和烟花
篝火晚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围观；玉龙沙湖
景区人头攒动，沙地越野、沙漠骆驼等体验
火热来袭；喀喇沁旗王府烤肉技能大赛现
场美食飘香，成为游人的热门打卡地；一些
近郊游景区也纷纷推出户外露营、田园采
摘、农家休闲、踏青赏花等体验项目，满足
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距离近、时间短、品
质高的“微度假游”成为了赤峰市民端午假
日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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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摄影报道

初夏的一天，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边
境派出所及时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秃鹫。

当日下午，巴音乌兰边境派出所辖
区一牧民在放羊途中看到一只翅膀受伤
的野生动物，便把已经失去飞行能力的
动物送到了边境派出所。民警初步检查
发现该动物左翅膀断裂，后探查并未发
现其它受伤处，为防止其再次受到伤
害，将其留在派出所进行照料，初步包
扎了伤口，随后联系了乌拉特中旗野生
动物救护中心，请求专业人员前来救

治。经专业人员鉴定，此动物为秃鹫，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这只秃鹫
已移交乌拉特中旗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秃鹫是鹰科，属大型猛禽，体长108-
120厘米。通体黑褐色，头裸出，颈部有
黑褐色绒羽，后颈完全裸出无羽，颈基部
被长黑色或淡褐白色羽簇形成皱翎。幼
鸟比成鸟体色淡，头更裸露，亦容易识
别。主要栖息于低山丘陵和高山荒原与
森林中的荒岩草地、山谷溪流和林缘地
带，常单独活动，偶尔也成小群。秃鹫以
大型动物尸体为食，常在开阔而裸露的山
地和平原上空翱翔，窥视动物尸体。偶尔
也沿山地低空飞行，攻击中小型兽类、两
栖类、爬行类和鸟类，有时也袭击家畜。

受 伤 秃 鹫 遇受 伤 秃 鹫 遇““ 贵 人贵 人 ””

本报通辽 6月 12日电 （记者 薛一
群）“强国复兴有我”——通辽市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群众歌咏大赛日前在市民
广场举行。

大赛开幕式在钢琴与合唱《黄河·保卫
黄河·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活动特
别邀请了来自赤峰市群众艺术馆、兴安盟
文化馆的文化工作者，与通辽市群众文化
志愿者联手为广大市民献上精彩的惠民节
目，促进了赤峰市、兴安盟、通辽市三座兄
弟城市的友好交流互助，依托文化产业赋

能赤峰通辽“双子星座”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有 56 支队伍、
2800余名队员报名参加，通辽市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通辽市公安局、通辽市消防救
援支队等16支合唱队先后登台，激情献唱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忘初心》
《光荣与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唱支山
歌给党听》等经典曲目，56支合唱队就像
56朵花，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共同唱响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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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6月12日讯 （记者 刘洋）“今
天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从事出租车生意，每天开
车在路上跑，巴彦淖尔高架快速路等道路通车，为
出行和出租车生意带来了更好的体验。”日前，在呼
和浩特市2022年第一批重点道路通车仪式上，出租
车司机苏和图开着自己的出租车，早早等候在即将
通车的巴彦淖尔高架快速路上，现场见证了呼和浩
特城市道路建设的新成果，并成为驾车体验巴彦淖
尔高架快速路开通的第一人。

去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先后实
施了一大批重点道路建设工程，这些项目既有畅通
交通“大动脉”的高架桥、快速路，也有改善城市“微
循环”的“断头路”、小街巷，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
提升了城市面貌，也进一步拉大了呼和浩特框架、
完善了城市功能。

今年，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实施“强首府”工

程决策部署，聚焦“五宜城市”建设，呼和浩特市坚
持“区域大联通、局部微循环、疏通拥堵点”总体原
则，深入谋划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道路工
程项目。

围绕构建“四环十二辐射”道路交通体系，首府
年内要实现三环快速路“闭环”，海拉尔大街东延伸
段和金海路西延伸段全线“贯通”，巴彦淖尔路北延
伸段与新110国道“联通”，金盛路连接线实现南北
两段“接通”，城市内部高架路网全部通车，全面构
建形成外围大辐射格局。

围绕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呼和浩特市要
在5年内全部消除城区106条存量“断头路”，今年
实施的33条断头路工程，分三批建成通车。目前，
第一批兴安南路、锡林南路、乌海东街、展览馆西路
4条断头路已于5月29日建成通车；第二批妇幼保
健院东路、紫域澜庭南巷、范家营一路等14条“断头
路”计划于8月底建成通车；第三批巴彦塔拉路、阿

尔山路等15条“断头路”计划于10月底建成通车。
与此同时，今年，呼和浩特市还围绕疏通拥堵

点、修好回家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畅通“小巷路”
140条，连通慢行“人行路”100条，建设城市“绿道”
300公里，拓宽渠化改造拥堵点97处，让群众出门
不堵、舒心出行。

“这些道路建设项目群众高度关注，期盼已久，
这是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交出的
一份用情、用心、用力做好的民生答卷。”呼和浩特
市住建局局长海鹰表示，呼和浩特市住建部门将协
同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各参建企业继续紧盯目标
任务，铆足干劲、乘势而上，以更强的责任心、紧迫
感狠抓城市道路建设，确保各项工程顺利实施、如
期完工。“也希望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城市建
设中来，提意见、督工作，与我们一起把‘美丽青城、
草原都市’这个大家共有的家园，建设得更加舒畅、
更加宜居。”

呼和浩特 畅通“大动脉” 改善“微循环” 串起幸福路

本报乌海6月12日电 （记者 郝飚）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公开销毁毒
品124公斤。

这批销毁的毒品是该市近6年来缴获
已结案的各类毒品，经严格手续出库，在乌
海市公安局特巡警、禁毒民警的押运下，运
抵乌海市具备资质、符合环保监管标准公
司的销毁场地。销毁现场，在乌海市人民
检察院、乌海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监
督下，身穿防护服的专业人员操作大型机
械，将各类毒品依次投入焚烧炉，经超过

1400摄氏度的高温焚烧，再对废气进行冷
却、除尘、脱硫等处理，最终实现达标排放。

此次集中销毁毒品，是展示乌海市打
击毒品犯罪成果，壮大打击毒品犯罪声威
的一项重要活动。充分表明了乌海市各禁
毒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禁绝毒品的坚定立
场和坚强决心。在销毁现场，禁毒民警呼
吁广大市民立即行动起来，真正认清毒品
危害，“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继续支持和
参与禁毒事业，同心协力开创全禁毒的新
局面。

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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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救治受伤的秃鹫民警救治受伤的秃鹫。。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摄影报道

“以前小区内私搭乱建现象严重，现在空中飞
线不见了，小区环境和卫生条件各方面都变好了，
我们感到特别幸福。”初夏，已在凯旋城小区居住了
10多年的满洲里市民赵淑琴，为整改和治理后面
貌焕然一新的小区环境点赞。

满洲里市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转化，准
确把握“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
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定位，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不断打造城市人文魅力和文化内涵。
去年以来，满洲里市投资2亿多元实施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程，改造弃管小区73个，升级老旧小区46
个，修补罩面道路20余条，全面补齐城市基础设施
短板，有序推进公共设施提升、城市内涝治理、平房
区和背街小巷改造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呼伦湖综合
治理，全力抓好能耗双控工作，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 16.9 平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6%以
上。遵循“不求规模、但求风格、求精求特”的城市
定位，实施“绿净亮美特”工程，塑造中西文化交融、
精致典雅的城市风格，充分彰显满洲里市“处处是
景、城景一体”的口岸城市形象。目前，满洲里市已
完成城市治理、城市效能、城市文明、城市宜居、城
市品质、城市内涵等多项内容的创建体系建设，荣
获国家卫生城市，入选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
范名单。

和谐宜居满洲里和谐宜居满洲里

社区里的欢歌笑语社区里的欢歌笑语。。

旅游纪念品专卖店商品琳琅满目。

满洲里城市街景满洲里城市街景。。

本报呼伦贝尔6月12日电 （记者 李玉琢）
作为政府联系文化旅游市场主体桥梁纽带的呼伦
贝尔文化旅游产业协会5月底宣告成立。文旅产业
创新联合体、旅游商品产业链企业、文化旅游建设
项目等7个文旅产业提标提效组织、项目现场签约，
此举为呼伦贝尔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在2022年初召开的呼伦贝尔市委五届二次全
会上提出了包括实施文旅产业提标提效发展等“五
大行动计划”。成立文化旅游产业协会，是呼伦贝
尔市文旅产业提标提效行动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为此，呼伦贝尔市聚力文旅产业发展提标提
效，畅通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路径，打造
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两大品牌，全力建
设文化旅游强市。

策划、谋划、规划三位一体。呼伦贝尔启动全
市文化旅游资源普查，全面摸清自然公园、文物、非
遗等底数，构建资源一个库、数据一张图。启动“十
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编制，主动衔接全市
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及“三线一单”，同步实施
中心城区文旅产业一体化和旅游休闲城市规划编
制，注重规划编制的项目支撑，为高端项目留足发
展空间。

融资、立项、建设一条龙。呼伦贝尔市今年谋
划500万元以上重点文旅项目75个，总投资94.22
亿元。年内计划投资14.06万元，开复工21个，完
成投资1.99亿元。其中森工、农垦、林业等国企7个
项目均纳入重点文旅项目库。着眼于解决钱从哪
来，呼伦贝尔市在项目库中设立招商引资和信贷融
资项目清单，统筹42个项目，对接复星集团、首旅集
团、白鹿仓集团等8家国内头部文旅企业及内蒙古
交通投资集团等自治区重点企业，在航空文旅、营
地建设等方面形成7个投资意向，已签约鄂温克旗
呼伦贝尔草原主题游乐园、根河市禾伦酒店改造等
5个项目。呼伦贝尔市建立政金企合作共享机制，
开发“文旅融易宝”融资平台，目前已有28家金融机
构、159家文旅企业入驻，发布了26项金融产品，乌
兰山景区与工商银行实现融资贷款4000万元。

提质、创牌、营销全链条。聚焦“呼伦贝尔大草
原”品牌，呼伦贝尔市统筹推进品牌培育、产品推
广。宣传片《这里是呼伦贝尔》全方位展示现代、时
尚、魅力、绿色呼伦贝尔的良好形象，浏览量达69万
人次。联合市广播电视台、报社、气象等部门共建
文旅传播矩阵，制作发布宣传海报，发布文旅宣传
信息，印制《呼伦贝尔文化旅游全域地图》、宣传折
页等旅游宣传品。推动形成针对不同客群的精准
宣传品，新媒体产品《映山红花满山坡》春季赏花游

“五一”小长假线路，通过学习强国、人民日报、腾讯
新闻等国内一线媒体等20余个平台发布，总浏览量
达20万人次。

呼伦贝尔

文旅产业发展
聚焦提标提效

【镜观】

本报锡林郭勒6月12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
楞）近日，“锡林郭勒奶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
注册，锡林郭勒盟地方特色乳制品品牌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

“锡林郭勒奶酪”作为该盟奶制品特产，具有悠久
的历史传承和广泛的认可度，是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
中的核心产品。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全面推动地方特

色乳制品产业发展的重要决策部署，始终将“锡林郭勒
奶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作为建设区域公用品牌
关键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开展注册工作。

2020年，该盟科学制定《申请注册“锡林郭勒奶
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工作计划》，并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局递交了申请，2021年1月4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局正式受理。审查期间，锡林郭勒盟按

照申请材料补正要求，先后对“锡林郭勒奶酪”特定
品质、历史渊源等相关材料进行收集论证，在各相
关部门的配合下按要求完成材料补正工作。

“锡林郭勒奶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成功注
册，将有效扩大品牌效应和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有
力推动锡林郭勒盟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发展、打造
乳制品区域公用品牌、促进乡村振兴。

“锡林郭勒奶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