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郝飚

这些天，在位于乌海市乌达区的国家能源集团乌
海能源公司苏海图煤矿，30辆电动重卡穿梭于矿区
道路上。没有轰鸣的马达声，也不见车后滚滚的烟
尘，通过“新能源车绿色通道”，这些电动重卡可优先
进厂、优先装煤、优先过磅放行。相较于传统重卡，新
能源重卡不仅在运营费用上大幅降低，而且实现了低
能耗零碳排。据了解，这是苏海图煤矿与乌海海易通
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合作之举。目前，这30
台电动重卡已代替了60台传统重卡，有效减少了矿
区道路拥堵和尾气排放。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乌海市以“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作为工作遵循，把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摆在压倒性位置，打出治矿、治企、治场、治车、治路、
治水、治气“七治”组合拳，推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向纵深发展。

以“治路”“治车”为抓手，加强矿区园区公共道路
养护，加大对货运车辆超载、超高、不盖苫布等违法行
为联合巡查治理力度，加快推广新能源重卡等绿色运
输方式；以“治企”为抓手，该市坚决淘汰了一批铁合
金、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能，倒逼企业采用节能减
排先进工艺，从源头上推进节能减排降碳；以“治水”
为抓手，加快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和水循环利用设

施建设，强化疏干水、苦咸水等非常规水综合利用，
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以“治气”为
抓手，全力落实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计划，突出抓好
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库区扬尘污染整治等专项
治理……

与此同时，乌海市先后制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
年行动方案和7个子方案等政策文件132个，构建起
了措施衔接、政策配套、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并建
立矿山治理“双责双长制”，由29名厅级领导干部任
指挥长，与矿山企业矿长共同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和绿色矿山创建，实行“一矿一方案”“一矿一台账”，
按照任务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面提速绿色矿
山建设。

目前，乌海市已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42
平方公里，翻修矿区道路19公里，实现236公里矿区
道路全封闭管理，排土场火点实现“动态清零”。一系
列的环保组合拳换来的是乌海市空气质量的持续好
转，2021年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91天，
剔除沙尘天气后达标率82.9%，PM10和PM2.5同比
分别下降6.9%和23.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结构、发展方式问
题。在转型发展关键期，乌海市牢固树立“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鲜明导向，坚决落实“双碳”“双控”要求，把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底线，把节能减排降耗作为
引进、建设项目硬指标，倒逼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向

绿色要发展红利。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是乌海顺利转型的关键。

为此，乌海市制定了《焦化产业重组升级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焦化产业重组升级高质量发展产业规
划》，强力推进煤焦化工产业提档升级，推动产业空间
布局由城市周边分散式向工业园区集中式转变，煤炭
资源利用由原材料加工向综合集约利用转变；聚焦产
业链供应链布局创新链，提升能源资源加工转化水
平，打造高效循环、关联紧密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加快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步伐，深入开展“上云用数赋
智”行动，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园区、智
能矿山，传统产业展现了新形象，焕发出新生机。

在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乌海市全力推
动新兴产业提速起势。近年来，乌海市抢抓国家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机遇，立足产业基础和消
纳能力，坚持链群思维，谋划打造以光伏和锂电池为
主要方向的新能源、以可降解塑料和有机硅为主要方
向的新材料两大产业基地。去年以来，先后引进实施
新能源链项目25个、总装机容量386.3万千瓦，可降
解塑料产业项目5个、总产能296万吨，有机硅项目2
个、总产能95万吨，产业转型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如今，公园街道满目葱茏，乌海湖畔碧波荡漾，
绿色矿山草木青翠，产业园区气质提升。“天更蓝
了，水更清了，空气更清新了，生活更美好了”已是
越来越多乌海人的切身感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
生态环境改善成果，不断提升着群众的幸福指数。

七项治理还天蓝地绿水清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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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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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通讯员 李娜

近日，记者跟随阿拉善供电公司金圳电力设计公
司勘测事业部的3位年轻人，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腹地
新建新能源110千伏输电线路勘测现场，感受他们的
工作实况。

迎着朝霞出发
早晨6时30分，半小时内洗漱穿戴整理完毕，和

他们碰头吃早饭，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是今天的大
餐。同行的郝日瓦、赵子萱和满都杰，即将在乌兰布
和沙漠腹地无人区里，用双脚趟出一条“天路”。

7时整，我们准时从巴彦木仁苏木出发，前往80
公里外的工作现场。沙漠中，大大小小的沙丘交错起
伏，最高的沙丘顶峰可达百余米，坐在车里系好安全
带、紧握车把手，瞬间的失重感让我们像铜豌豆一样
在闷热的空间里上下跳动。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有3个人，却要派两辆车
吗？”途中，满都杰抛出第一个问题。“是为拉仪器吗？”

“不是。你看这沙漠里的路多难走，没点驾驶技术根
本玩不转，车陷在沙子里的时候需要另一辆车用牵引
绳把被困车辆拉出来。”他一边顺着沙丘弧度打方向

一边解释。“原来是为了互救！”我恍然大悟。车窗外，
乌兰布和沙漠中骆驼刺、芨芨草和马兰花稀疏地倔强
生长，它们是这沙漠中为数不多的生命痕迹。

无人区设计最优路径
8时30分，我们抵达拟选线路的起点附近，这条

电压等级为11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将从这里出发，
延伸86公里后接入用户侧升压站，建成后可进一步
满足乌斯太周边供电负荷增长需要。全线地形以沙
漠、戈壁、山地为主，相对高差300米至500米，山势
坡度普遍大于45度，平地只占到整体勘测线路地形
的5%，复杂的地形考验着设计者的智慧。

3人将车停在安全地带，仪器放在合适位置，在
旁边插上党员先锋队旗帜。“旗子相当于坐标，也是一
种信念，人走到哪里旗子就插到哪里。”郝日瓦摘掉纱
巾，露出黢黑的面庞。

从架设基站开始，他们启动了一天的线路勘测工
作。“RTK能有效解决地形高差大带来的基站选位困
难、信号稳定性差的问题，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赵子
萱说。一同亮相的还有专用GPRS基站、全站仪、无人
机等一系列先进设备，用以实现线路路径最优选择。

“设计人走过的路线就是线路建设的施工便道，
也是输电人的巡视路径。我们从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出发，考察塔基组立的地形地质和后期运维的便利
性，最后选择最经济实用的方案。”郝日瓦解释道。

沙漠里的休整
时间临近中午，几人停下来吃了一顿简单的泡

面。四周无遮无挡，他们只能躺在越野车的阴影里小
憩一会儿。简单地休息过后，再次投入工作。

下午5点，沙漠里刮起了风，沙子打在脸上生疼，
又被汗水打湿粘在脸上，手一摸扑簌簌掉沙粒。走在
沙漠里，一会儿的功夫，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然而
对电力线路设计者来说，日均10小时野外跋涉是家
常便饭，在车辆无法通行的荒郊野岭，所有设备和必
要食物只能靠人力肩扛手提，每个人的负重都几乎到
了极限。

时针指向20时，3人收起设备准备搭帐篷宿营，他
们将在沙漠中度过一晚。昏暗的光线里，他们简单吃
过晚饭便开始整理校核当天的资料、商讨次日计划。

记者一天的采访结束了，而3位年轻人还将继续
留在沙漠里，在这条勘测路上走下去。他们的青春足
迹镌刻在高山原野、荒漠戈壁、生命禁区，镌刻在阿拉
善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正是这些拼搏奋斗的身影，
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成就着当下青春盎然、
活力迸发的蒙电事业。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刘振东 摄影报道

近日，根河市在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
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驯鹿王大赛，来
自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各驯鹿放养点
及根河森工公司的21头驯鹿参加角逐。

此次驯鹿王大赛以现场展示为主要
评比方式，通过对鹿角形状、驯鹿体态、
驯鹿皮毛、驯鹿装饰等多项内容进行综
合评判，同时要求参赛的驯鹿在现场进
行前进、倒退、向左转、向右转、行走一圈
等规定动作的展示。赛场上，驯鹿主人
纷纷展示各项技能及民族文化技艺，驯

鹿与主人配合默契，与观众亲密互动，憨
态可掬的模样，可爱俏皮的动作，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
养驯鹿为生的族群，被称为“使鹿鄂温
克”，他们生活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
素有“中国驯鹿文化之乡”的美誉。本次
驯鹿王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激发了
驯鹿养殖者的从业热情，有助于擦亮“使
鹿文化”特色文化名片，打响“敖鲁古雅”
特色品牌形象。根河市将深挖驯鹿文化
产业价值，着力打造驯鹿主题IP，开发驯
鹿文化符号文创品等，深挖文化产业价
值，打造文旅融合新业态。以全面保护
驯鹿种群为依托，完善“文旅+驯鹿”产业
链，带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比比谁家的驯鹿更健美比比谁家的驯鹿更健美

本报锡林郭勒 7 月 20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锡林郭勒盟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盟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在国
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信用
监测综合指数排名中，位列全国40个地州
盟第二位。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信用信息归集数量
逐年增加，全社会诚信意识普遍提高，信用
信息应用领域日益拓宽，在落实政策制度、
加快信息归集、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信用惠
民便企新举措四方面均取得积极成效。

在提高平台覆盖率，加快信息归集方
面，锡林郭勒盟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已覆盖全
盟近300个政府部门，445个用户在“信用
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网站上开通了信用
信息报送账号，已经成为“上联自治区、下联
旗县市（区）、横联盟直各单位”的信用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全盟累计归集信用信息63
万余条。已与自治区社信中心和盟大数据
中心实现数据共享，自治区回推数据647万
余条，与盟大数据中心共享约60万余条。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共计列入异常名
录企业1874户，移出异常名录企业814户，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企业496户，申
请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企业18户。
共计 76 家企业列入和谐劳动关系单位，
2021年被评为“A级纳税人”的企业 1985
家，全盟共有自治区诚信示范和诚信企业
155家。

与此同时，该盟在税务、市场准入退出、
环保等领域积极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工作，在
招标投标、行政审批、企业注册登记等领域
积极开展信用承诺工作。为解决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开展“信易贷”
工作，截至目前，全国“信易贷”平台锡林郭
勒站入驻金融机构78家，发布金融产品56
个，注册企业183家，成功授信企业28家，
授信金额8018万元。同时，为推进信用应
用落地，该盟积极开展“诚信示范商场”创建
活动，促进城市消费环境和市场经营秩序和
谐、健康、有序发展，打造“诚信锡林郭勒”品
牌。

社会信用监测指数位列
全国40个地州盟第二

本报呼和浩特7月20日讯 （记者
刘洋）记者日前从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为全面做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
小企业、基层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就业，由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编制的《呼和浩特市2022年第二
季度中小企业人才储备岗位需求目录》
于近日发布，10家人才储备基地共提供
储备岗位35个。

据介绍，面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
业储备高校毕业生计划是自治区鼓励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基层社会团
体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就业，鼓励中小企
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接收高
校毕业生的一项基层项目，旨在培养造就
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经过实践锻
炼的管理、研发和生产技能人才，为全区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储备人才、积蓄力
量，推动实施创业就业工程和人才强区工
程。此次共有10家人才储备基地，提供
临床专员、销售代表、检验技术员、病理技
术员、工程预算、研发员等35个储备岗
位，招募人才储备高校毕业生215人。

呼和浩特

1010家人才储备基地提供岗位等你选家人才储备基地提供岗位等你选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摄影报道

夏日，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时代公园中心广场热
闹非凡，一边是载歌载舞的文艺表演，一边是志愿
服务队“摆摊”为市民提供各类志愿服务，集宁区

“公益集市”第三场活动及泉山街道庆“七一”文艺
汇演同时拉开帷幕，在炎炎夏日为市民带来了一份
清凉的文化“大餐”。

在蓝色金国际儿童美术志愿服务队“摊位”前，
吸引了很多儿童前来体验和学习，志愿者与他们亲
切交流，鼓励孩子动手参与美术创作并耐心地给予
指导；乌兰察布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摊位”前聚集
了不少市民，他们向志愿者咨询应急救援方面的知
识，志愿者拿出道具边示范、边详细讲解应急救护
知识；在霸王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摊
位”前，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爱心义诊服务，市民有
序排队把脉问诊。

据悉，为探索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有效路径，
发挥品牌项目示范引领作用，营造“人人想当志愿
者、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提升文明实践
的知晓率和影响力，集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
织开展了以“‘益’路同行，感恩有你”为主题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公益集市”活动。从5月到8月，在集
宁区前进路街道、虎山街道、新体路街道等10个街
道分别开展一场活动。

大漠腹地大漠腹地，，他们用双脚趟出一条他们用双脚趟出一条““天路天路””

儿童舞蹈表演儿童舞蹈表演。。

爱心义诊现场爱心义诊现场。。

消防队员给消防队员给
市民讲解灭火器市民讲解灭火器
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本报通辽7月20日电 （记者 郭
洪申 薛一群）日前，2022通辽市创业项
目推介展示、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暨重点
企业用工招聘会举行。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120个企业现场招聘展位、120个实物创
业创新项目推介展位、600个创业项目信
息写真展板同步推出，内容涵盖互联网、
科技创新、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电子信
息、家庭服务、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制作、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领域。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六大功能区，创
业项目推介展示区、就业专场招聘区、就
业创业政策宣传咨询区、创业导师志愿
团服务区、创业项目信息写真展示区、金
融机构融资服务区。这些区域向广大创
业者、求职者和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项
目推介、创业成果展示交流、重点企业用
工岗位对接、创业融资咨询、就业创业指
导、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等多项服务，并通
过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不能来到现场的

群众，可以登录通辽就业创业网、关注
“通辽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线
上查看各个展厅，了解就业创业动态信
息。

通辽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主
任王向宏介绍：“整场活动搭建了三个大
平台，创业项目推介展示平台、重点用工
企业与求职者双向选择平台、金融机构
与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平台。这相当于
一个互动的资源库，让创业者、求职者、
用人单位在这里进行精准对接，都能找
到各自的落脚点，实现多赢。”

近年来，通辽市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稳就业
决策部署，促进就业政策更加完善、扎实
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健全完善创业服
务体系、鼓励支持农牧民工就业创业、优
化提升公共就业服务，依托线上网络招
聘、线下现场招聘、区域巡回招聘、创业
创新大赛等平台，为各类群体投身创业、
敢于创业、勇于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通辽

互动平台精准对接创业融资求职互动平台精准对接创业融资求职

本报鄂尔多斯7月20日电 （记者
郝雪莲）7月18日，鄂尔多斯市101辆新
能源公交车上线运营。此次上线的新能
源纯电动公交车主要投入到中心城区东
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的阿勒腾席
热镇的公交线路运营。至此，阿勒腾席
热镇和康巴什区将全部实现纯电动公交
车辆运营。

此次上线运营的101辆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包括车长8.5米和 6.5米两种
车型，在保持整车设计美观性、实用性的
应用趋势上全面提升了续航里程。相比

传统的公交车，在内、外摆门，密封性、安
全性、舒适性和运营可靠性等方面都有
所提升，噪音也更小。

当前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共运营公
交线路71条，运行公交车辆654台，其中
新能源公交车辆432台，占总车辆数的
66%。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与应用，是
鄂尔多斯市落实双碳目标、推动能耗双
控工作的具体实践，将缓解中心城区高
峰期运力紧张的问题，缩短乘客候车时
间，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绿
色的乘车服务。

鄂尔多斯

101101辆新能源公交车上线运营辆新能源公交车上线运营

本报包头7月20日电 （记者 宋
阿男）为经济社会发展招才引智、储备力
量，为想要回家乡谋发展、为家乡做贡
献的包头籍大学生畅通渠道、提供平
台，包头团市委联合包头市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的“小鹿回家”包
头籍大学生假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于
近日启动。

近年来，包头市出台系列人才新政，
开展返乡实践活动，这是延长人才培养

引进链条的积极探索，是开辟青年人才
培养的具体举措，是加强与包头籍学子
情感联系的有效载体。“小鹿回家”包头
籍大学生假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自4月
份开展以来，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
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原则，
截至目前，岗位匹配3026人，首批上岗
922人，其中，包括博士2人、硕士25人、
本科学历学生80%，基层一线实习岗位
达93%。

包头

““小鹿回家小鹿回家””包头籍大学生包头籍大学生
假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假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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