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呼和浩特7月31日讯 （记者 刘洋）透水
路面、鱼鳞式树穴、下沉式广场……在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阿尔泰游乐园和成吉思汗公园两座毗邻而建的
公园，通过海绵生态网络构建，使这片“海绵”公园区
成为首府市民消夏好去处；

徜徉在呼和浩特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主题公园，黄
蓝相间的彩色透水路面和各种海绵技术与景致融为
一体，让这里岸绿水清景更美；

不久前刚建成亮相的呼和浩特市小草公园，精妙
的设计获得广大市民点赞。“小草公园入口处就是一
个大型的雨水花园，地形高低错落，雨季来临会形成
天然草溪，紫色鸢尾花交相映衬，芦苇灯点缀其中
……”

增加城市绿地率、丰富城市生态系统，近年来，呼
和浩特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立足实际，将海绵城市
建设作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和推动建
设安全城市、韧性城市的重要举措，一座从海绵城市
建设着眼，切实改善老百姓的城市生活品质和质量的
生态之城正在不断形成。

2021年7月9日，呼和浩特市入选内蒙古自治区
首批海绵示范城市。前不久，作为内蒙古唯一入围城
市，呼和浩特市入围“十四五”全国第二批系统化全域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将获中央财政11亿元
的资金支持。

海绵城市，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

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
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在城市建设中，呼和浩特市将海绵城市
建设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挥城市水生态服务功
能、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水环境治理、
河湖长制、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内涝治理等重点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推进。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
建成5大片区、55.8平方公里“海绵”区域。

作为海绵城市的重要载体，海绵路网建设是打造
会“呼吸”城市的重点之一。“海绵路采用的透水混
凝土铺装可以减少直接由城市管道系统排入自然水
体的地表径流，能减轻城市排水设施的负担，减轻水
体污染。”呼和浩特市市政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安
晓军介绍，“同时，还能使雨水快速渗入地下，还原地
下水，保持土壤湿度。防止路面大面积积水，夜间不
反光，增加人们出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同时调节城
市空间的气温和湿度，改善城市热循环，缓解热岛效
应。”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区管道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铺设。为加快更新改造地下管网，呼和浩特市在建
设海绵城市时，并不是推倒重来，取代传统的排水系
统，而是对传统排水系统进行减负，综合采取“渗、滞、
蓄、净、用、排”等措施，制定出建设地下管网以及绿地
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

针对路面硬化指数过高窨井过少、排水管道管径
过小、排水速度过慢，一些路面坡度过大、低洼处排水
不畅，排水管线太少等问题，呼和浩特市不断探索建
设地下管廊式排水系统，逐步取代传统直埋式管网等
灰色设施设备。其中，总投资9.75亿元、全长4.74公
里的丁香路综合管廊完工后遇到大雨不再积水，雨天
一样畅通行驶。按照规划，到2030年呼和浩特市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长度将达到264.04公里。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大力推进海绵型公园和绿地
等“海绵体”的建设。园林部门在规划设计上充分考
虑雨水渗蓄和利用功能，因地制宜设置雨水调蓄设
施，采用雨水花园、透水生态铺装、下凹式绿地和植草
沟等方式，注重植物选配的生态性和结构的合理性，
形成乔、灌、地被自然多层次合理配置的植物群落，从
而提高绿地对雨水的滞留与疏渗作用，增强公园、绿
地系统的城市“海绵”功能。

目前，呼和浩特市具备海绵城市特征的城市生态
公园星罗棋布，口袋公园、节水型绿地随处可见。今
年，呼和浩特市将打造10条海绵道路示范街道、8个
海绵化改造示范小区，目前，部分项目已在施工中。

接下来，在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
市工作中，呼和浩特市将全市一盘棋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实现城乡共进，全域推进示范，保障三年示范期工
作目标一一落地实现，为首府市民打造一个高弹性应
对雨水、“清新明亮、蓝绿交织”的“海绵城市”。

会“呼吸”的“海绵城市”翩然而来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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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学营高校科学营””尽显科技魅力尽显科技魅力

本报鄂尔多斯 7月 31 日电 （记者 王玉琢
通讯员 王亦然）盛夏高温燥热下，内蒙古民族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李春晖却感到格外的神清气
爽。近日，她代表学校和达拉特旗人民政府签署了校
地合作共建职业教育框架协议，达拉特旗乌兰牧骑和
达拉特旗民族幼儿园今后就是学校的“实习就业基
地”了。

“我们学校已经和多个旗区签订了协议，目前各
旗区的乌兰牧骑和幼儿教育岗位需求人员数量超过
我们毕业学生人数，为解决学生就业问题带来了曙
光。”

和李春晖一样心中有光的，还有鄂尔多斯生态环
境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张占荣。据介绍，这几年，
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采取委托培养、校企合作的形式开
设专业，大大增加了学生就业的成功率。机电专业今
年142名毕业生，还没到毕业季就被各公司一抢而
空，尤其是鄂尔多斯电力公司委培班的46名学生全
部就业。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主动作为，在政策上持续
“加码”，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两大重点群体就

业。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并参加失业保险的，按每人1500元标准，发放一次
性扩岗补助，以企业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
施。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按每人1500元标准，给予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执行期至 2022 年底。同
时，市政府另外安排资金2000万元，对符合一次性
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条件的，吸纳毕业
3年内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照每人1500元标准再
给予补贴。

与此同时，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考，盘活存量编
制，坚持凡进必考，编制内事业单位将招考1361人，
旗区编外将招录2088人，全市绿色通道还将引进人
才455人。并采取组织就业见习储备提升，支持引
导企业拓岗，开发见习岗位，缓解企业用工的同时，
减轻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已开发化工、煤矿等行业
就业见习岗位648个，还将开发2130个岗位。实施
基层服务项目招募，通过组织开展“三支一扶”等基
层服务项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助力
乡村振兴。

充分发挥失业实名制登记平台作用，动态调整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及时将失业人员纳入援助
范围。加大帮扶力度，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1971
人，为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7588人次发放失业保险
金 1348.5 万元，为 9222 人次代缴医疗保险 320 万
元。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
扶”且有能力胜任岗位工作的就业困难人员，对
2749人进行就近就地公岗兜底安置，零就业家庭保
持动态清零。

伊金霍洛旗居民高艳就是其中的受益者。高艳
以前是查干庙村民，随着城市扩建，一家人搬进回迁
安置小区。进城后的高艳在阿勒腾席热镇手缝车间
找到了一份工作。“手缝车间是计件结算，也能把活儿
带回家做，一个月的收入够一家人基本生活花销。能
找上这样的工作太幸运了。”高艳说。

鄂尔多斯市对农民工采用落实创业培训、贷款贴
息、以工代赈等扶持政策，为自主创业农民、返乡创业
农民工提供额度不超过20万元的创业担保贴息贷
款，期限最长为3年。力争做到让外来务工农民工有
保障，本地转移农牧民也有“兜底”。

本报包头7月31日电 （记者 刘
向平）盛夏，位于包头市的中峰百变集装
箱制造有限公司集装箱生产专用堆场
内，包头海关监管三科关员对108个刚
下生产线的敞顶集装箱进行现场集中查
验，该批集装箱将在近期出口俄罗斯，投
入国际物流运输。这也是包头地区首次
出口集装箱商品。

据了解，随着出口贸易逐渐回暖，集
装箱开始供不应求，首次获得国外客户
订单让企业感到高兴的同时，如何让生
产好的敞口集装箱快速顺利出口却又让
企业犯了难。了解到企业出口需求后，
包头海关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根据

企业生产、物流时间节点将监管过程嵌
入其中，通过远程预约，指导企业提前完
成申报等准备工作，在产品下生产线后，
采用“单证审核和查验无缝对接”模式第
一时间完成报检、查验、证书出具，通过

“无纸审单、预约查验”切实提高效能，节
约企业时间和资金成本，保障新箱出口
的速度，缩短客户等待时间。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出口，对具体业
务办理流程不太熟悉，包头海关指定专
人进行指导，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各项流程，真的太感动了！”内蒙
古中峰百变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利峰说。

包头

优化监管模式护航集装箱首次优化监管模式护航集装箱首次““出海出海””

出台政策为两大重点群体就业持续出台政策为两大重点群体就业持续““加码加码””
鄂尔多斯

□本报记者 郝飚 摄影报道

由乌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乌海市教
育局、乌海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举办的

“科技梦·青春梦·中国梦”2022年青少
年高校科学营内蒙古乌海分营活动日
前在乌海市举行。通过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活动设置，学生们进一步了解到
前沿科技知识，感受到科技的无穷魅
力。

本次活动吸引了 60 名中学生的

热情参与，大家先后走进乌海市职业
技术学院、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等高校企业，在参观科学实验
室、企业生产装置的同时，还与老师
专家面对面交流学习，实地感受大学
校园的课程设置、了解科技引领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中，主
办方还设置了无人机实飞体验课程
和团队互动游戏等环节，让学生们了
解学习航空相关理论与实践操作知
识，拉近彼此距离，寓教于乐。科学
营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意犹未尽，“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义，提升了自身科学素养、锻炼了动
手能力，我将把科学营中学到的知识
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乌海
市一中学生赵凯说。

乌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青少部部长
于喆告诉记者，开展高校科学营活动目
的，就是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企业、科研
机构在科学普及和提高青少年科学素
质方面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科学创
造精神与实践能力，在学生中掀起学科
学、爱科学的热潮。

本报乌海 7 月 31 日电 （记
者 郝飚 实习生 赵永刚）连日
来，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海市
海勃湾区公园北路的乌海夜话
观光夜市总是人声鼎沸，热闹非
凡。在夜市过道两旁，各种美食
小车林立，烤串、饮品、甜点等美
食令人目不暇接，过道上人来人
往，烟火气十足，忙碌了一天的
市民们在这里享受着夏日夜晚
的惬意。

张宇是首批入驻这里的商户，
他售卖的宫廷牛肉饼备受欢迎，每
天下午5点左右他就要过来准备食
材。“这里管理规范，人气也比较稳
定，每天营业额有1000多元，周末
时会更火爆。”张宇说。

据夜市负责人钱小艳介绍，近
来夜市客流量迎来高峰，每天能达
到5000人次左右。为保障市民“舌
尖上的安全”，相关部门对每种食
品进行留样，并要求商家保留进货
票据，做到有据可查。同时，夜市
内还会有保洁人员不间断巡回清
扫。

今年夏天，乌海市结合市民及
游客的消费特点，大力支持特色餐
饮和步行街区扩容增质，在城区人
流密集区精心规划了 6个小吃夜
市，方便市民悠闲娱乐，进一步丰
富夜间经济业态。

与此同时，将汽车后备箱与消
费深度结合的“后备箱经济”也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乌海市各大夜
市、景区、公园。这种模式无需摊
位费、灵活度高，备受广大车主青
睐。随便喝喝、鹿柒服务社……一
个个创意十足的后备箱成为“好物
分享地”。

乌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夜间经济不仅为市民日常
生活提供便利，还提供了就业机
会，对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着积极
作用。今年，乌海市还计划新规划
2至3个夜市，在差异化经营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品质，使每个夜市都
具有特色。同时，该市也将充分利
用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鼓励更多
市民加入夜间经济的创业中，为广
大市民游客提供夜间游、夜间购、
夜间娱乐消费场所，以进一步提振
市场消费信心。

激活夜间经济
释放消费新动能

本报巴彦淖尔7月31日电 （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近日，内蒙古轩达食品有
限公司以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模式，
外销的两批南瓜籽仁和葵花籽仁分别在
韩国和印度顺利清关，标志着巴彦淖尔
市首笔跨境电商B2B出口业务落地。

此前，该公司通过“阿里巴巴国际
站”线上推广走单，并成功吸引了韩国和
印度的新客户，共订购了40吨、贸易值
93万余元的两票货物。交易达成后，乌
拉特海关线上为企业办理备案，并开通

“绿色通道”力促货物快速通关。
跨境电商B2B出口全称“跨境电商

企业对企业出口”，它分两种模式，一种
是B2B直接出口，指境内企业通过跨境

电商平台与境外企业达成交易后，通过
跨境物流将货物直接出口至境外企业
（适用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710）；另一种
是出口海外仓，指境内企业将出口货物
通过跨境物流送达海外仓，通过跨境电
商平台实现交易后从海外仓送达购买者
（适用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810）。

据了解，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
在全国海关复制推广以来，乌拉特海关积
极开展政策宣传，激励企业创新外贸模式；
设置跨境电商备案绿色通道，专人专岗进
行全流程辅导；优先受理意向企业申报、货
物查验和出证放行业务，并提供后续跟踪
服务，确保出口货物通关顺畅，从而来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巴彦淖尔

首笔跨境电商首笔跨境电商BB22BB出口业务落地出口业务落地

本报通辽7月31日电 （记者 薛
一群）日前，通辽市举行了“喜迎二十大
传承好家风”通辽市“文明家庭”“最美家
庭”故事会，揭晓了2022年通辽市“文明
家庭”“最美家庭”名单，并为获奖代表颁
发证书。

活动中，6位讲述人分别讲述了全国
“五好家庭”江来柱、全国“最美家庭”李
英娜、自治区“最美家庭”赵奎、自治区

“最美家庭”刘国学、通辽市“文明家庭”
白洁、通辽市“文明家庭”吴艳颖6个家庭
的先进事迹，一个个平凡又感人的故事

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
近年来，通辽市持续开展创建“文明

家庭”和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涌现出一
大批感人至深的优秀家庭典型，他们在
自己平凡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谱写了一曲曲人生赞
歌。此次活动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的真
实故事，让好家风吹进千家万户，进一步
推进了通辽市家庭文明建设新风尚，在
全社会形成弘扬家庭美德、传递文明力
量的良好风气，为通辽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通辽

““文明家庭文明家庭”“”“最美家庭最美家庭””故事会开讲故事会开讲

大花杓兰姐妹花大花杓兰姐妹花。。

感受无人机魅力感受无人机魅力。。

动手实验动手实验。。走进乌海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参观学习走进乌海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参观学习。。

本报兴安7月31日电 （记者 高
敏娜 通讯员 刘也）近年来，兴安盟将
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机融
合，进一步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筑牢群众
健康防线。

兴安盟持续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纳入政府重点工作，进行责任目标考
核管理。依托苏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嘎查村卫生室具体实
施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精细化管理，以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孕产妇、儿童等为重点人群，高质量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兴安盟
高血压患者和Ⅱ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
管理服务率分别达到80.20%和77.93%。

在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

面，兴安盟从县级医疗机构抽调业务骨
干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开通就
医“绿色通道”，使签约居民享受优先预
约、就诊、住院等便捷服务。目前，全盟
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781个，常住人口
签约率为45%，重点人群签约率为77%，
脱贫人口、计生特殊家庭实现签约服务
全覆盖。

同时，兴安盟积极实施基层卫生人
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定期举办全盟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人员培训班、全盟
基层中医药（蒙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班，每年培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骨干全
科医生、骨干人员和乡村医生 100 余
名。通过开展“清零达标”专项行动，持
续加快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弱项，完善服
务体系，加大投入力度，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

兴安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何康红摄影报道

连日来，多名登山爱好者在内蒙古
大兴安岭绰尔林区玉溪公园背阴坡上，
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大花杓
兰、紫点杓兰和黄囊杓兰的身影，经当地
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工作人员监测调查，
此公园山坡上竟有370多株。

这3种杓兰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珍
稀的植物资源，零星分布在林下、林缘、
林间草地上，或三五株，或十余株，每种
杓兰都各具特色。大花杓兰呈紫红色，
花大，深囊状的唇瓣如鸡蛋般大小；紫点
杓兰花为白色，上面有淡紫色斑点；黄囊
杓兰花色为浅黄色，唇瓣为深囊状近橄

榄型。由于杓兰花朵形状特别，非常惹
人喜爱，许多人慕名来打卡拍照。

在2021年9月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中，大花杓兰、紫点杓兰等兰科杓兰属被列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内蒙古森
工集团绰尔森工公司自然保护地管理处任
立中等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对杓兰的生长
情况、生长环境、分布数量进行监测调查。
经过统计，整个山坡共有杓兰370多株。

据悉，内蒙古大兴安岭绰尔生态功
能区玉溪公园占地面积142.89公顷，这
里生长着落叶松、樟子松、白桦、三角枫
等几十个树种，草坡上腐殖质丰富，排水
良好，为杓兰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这里杓兰数量多、种类多，有望成为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研究杓兰的理想场所。

珍稀杓兰现身大兴安岭珍稀杓兰现身大兴安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