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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许文军

2022 年上半年，兴安盟共接待国
内游客 387.4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3.26 亿元；新增旅行社及分社 11家，
新增旅行社数量居全区第三位。连日
来，黑吉辽、京津冀、珠三角等地的
312家旅行社先后到该盟对接。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兴安盟
旅游市场缘何实现了快速回暖、强劲复
苏？答案既在兴安盟的美丽景色，更在
兴安盟“旅游+”融合发展之中。近年
来，兴安盟积极实施“旅游+”战略，做足
融合文章，催生了众多体验感强、参与度
深的“沉浸式”旅游新业态，不仅让兴安
盟的旅游业从单一的景点观光游转变为
深度沉浸体验游，还为旅游业的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能，释放了崭新活力。

“旅游+文化体育”，全方位构
建旅游新模式

旅游与文化体育的结合，不但让文

化体育走向“远方”，也为旅游业赋予
“诗”意。

参与草原那达慕体验“男儿三艺”、
在冰雪节中畅享冰雪运动乐趣、走进中
影制作基地感受往昔生活……近年来，
兴安盟举办那达慕、阿尔山冰雪节、五角
枫旅游节等节庆活动，以节造势，以势聚
客，让广大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深度
参与节庆活动，沉浸式体验兴安盟特色
的文化体育之美。

据了解，2022年上半年，兴安盟共举
办各类文旅体活动30余场次，参与人数达
到200余万人次。下半年，兴安盟还将陆
续承办全区乌兰牧骑艺术节、全区雪地足
球赛，兴安盟电音节、兴安盟那达慕等37
个文旅体活动，将吸引更多游客来大美兴
安体验游玩。

“旅游+非遗”，立体化打造旅
游新体验

来到阿尔山市白狼镇，不仅可以领
略白狼峰景区的独特风景，还会看到诸
多栩栩如生的树皮画。自治区级非遗传

承人李艳红针对游客推出了一些树皮画
互动体验项目，游客们用一块块不起眼
的桦树皮，经过巧妙的粘贴与组合，就可
以变成一幅幅灵秀、质朴的精美艺术
品。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让大家流连
忘返、大呼过瘾。

“想不到非遗文化还可以用这样生
动直观的形式来展现，在这里我实实在
在地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游客赵丽华
在成功制作树皮画后开心地说。目前，
兴安盟已初步形成蒙古族刺绣、白狼林
俗树皮画、步阳草编等一批品牌旅游商
品，文创企业也达到了34家。兴安盟还
积极推进非遗项目走进景区，将旅游与
非遗有机结合，打造多样化的旅游文化
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旅游+乡村”，多角度释放旅
游新引力

对于久居喧嚣都市的人，青山绿水
和田园生活，总是让人向往。周末闲暇
时间，附近市民纷纷带着老人和孩子来
到科右前旗科尔沁镇平安村的展翼家庭

农场，体验农耕劳动、采摘瓜果蔬菜、品
尝农家美食，感受新农村舒适惬意的新
生活。

眼下，来到兴安盟的游客还可以走进
突泉县曙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观赏
各种各样的花，到大棚采摘新鲜的瓜果蔬
菜；在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住稻梦星空木屋
民宿，捕稻田鱼虾，品乡村美味……

近年来，兴安盟通过“旅游+乡村”，
打造田园综合体 3个，培育 10个国家
级、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发展乡
村人家、草原人家、森林人家（星级乡村
旅游接待户）34家，让旅游者感受田园
式的乐趣，并将农产品转变为旅游消费
品，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户
增收。

此外，兴安盟通过“旅游+交通”，开
发红色教育、地质科考、自然生态等多类
型研学课程，吸引游客“走进兴安，读懂
自然”。同时，还通过“旅游+康养”，打
造巴仁哲理木蒙医药康养小镇、阿尔山
温泉康养旅游胜地等，吸引游客体验康
养旅游的魅力。

兴 安 盟“ 沉 浸 式 ”旅 游 新 业 态 催 生 全 域 旅 游 新 动 能

本报 8 月 4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8月 4日，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
悉，自治区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启动建
设 4年多来，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
160余万亩，占规划任务的66.56%，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018年1月，我国确定了3个新建
规模化林场试点，自治区浑善达克沙地
规模化林场是其中之一。试点以规模
化林场建设经营为载体，目的是通过市
场化运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造林、营
林、管护，探索形成推进新时期大规模
国土绿化的成功经验。试点期为2018
年—2025年。

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地处浑善达
克沙地东南缘的克什克腾旗、多伦县和
正蓝旗等三个旗县集中连片区域，总经
营面积489.28万亩，规划营造林240.6

万亩。2018年启动建设至今，项目区
人工造林、退化林分修复、森林抚育、人
工种草合格率均达到90%以上，浑善
达克沙地治理区林草植被盖度持续增
长，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
制，生物多样性日益改善。

在提升生态效益的同时，各地多
措并举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农牧
民可以通过提供土地获得林木所有
权和生态护林员管护岗位，还可以在
林间空地打草和种植中草药、食用
菌。此外，各地还引导、支持农牧民
开办林家乐、牧家乐等生态旅游项
目，引导、支持农牧民组建林草专业
合作社，落实“先造后补”的管理模
式，充分调动农牧民个人和民营企业
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实现“增绿”
和“增收”双赢。

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完成建设任务160余万亩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薛来）记
者从自治区住建厅获悉，今年我区计划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540 个、21.36 万
户。上半年已开工1330个、19.54万户，
开工率为91.47%，已完成投资13.12亿
元。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大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着力改善老旧
小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提高居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据了

解，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过
程中，全区各地住建部门加快改造工
作进度，压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属地
主体责任，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未开
工项目手续办理，确保 2022年改造计
划项目尽快开工；坚持改造前问需于
民，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差异化需求，
体现“共同缔造”的改造理念，充分发
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专营单位工作
积极性，有效整合资源，形成改造合

力；运用市场化手段吸引社会资金，建
立多元筹资机制，统筹多元力量参与；
同时，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与绿
色社区创建和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
板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实施，最大程度
节约资源和成本，实现共建、共享，效
益最大化；加强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
理和建筑材料施工管控，做好施工现
场扬尘污染防治，完善施工现场安全
警示设施，确保施工安全。

我区老旧小区改造开工率超九成

本报巴彦淖尔 8月 4 日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 通讯员 戴瑞明）
8月 4 日，记者从巴彦淖尔自然博物
馆了解到，近日，巴彦淖尔自然博物
馆（巴彦淖尔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
所）古生物调查组根据零星掌握的植
物化石和化石形成的特点，对乌拉特
中旗温更镇温明煤矿进行了古生物
考查，在位于下侏罗统地层中发现了
植物化石，经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
所认定为银杏和枝脉蕨化石，年代是
早侏罗世。

银杏（Ginkgo biloba L。）原产
于我国，属裸子植物门，是第四纪冰
川之后保存下来的孑遗物种，自古生
代晚期起源至今，经历了漫长的演化
历史，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资料显示，侏罗纪至白垩纪时期的银
杏类植物至少有 20 余属 150 余种，
仅在我国发现的就有 10余属 100 余

种。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银杏大国，拥有

世界银杏种质资源的90%以上，主要
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青海、西藏和海
南省等省区。

枝脉蕨属蕨类植物门，可能代表了
一种起源于二叠纪时期的树蕨。枝脉
蕨植株高大，其羽片长度就可达 1米
长，化石多保存为羽片以及小型叶片。
枝脉蕨是已经灭绝的蕨类植物，现生的
树蕨作为罕见的乔木状蕨类植物，已经
成为了一种“活化石”。

这些化石的发现证明在侏罗纪时
期由银杏和树蕨类等植物构成的森林，
覆盖着当时的乌拉特中旗，随着漫长的
地质作用形成了今天的煤矿。

由于采集到的化石保存完整，观赏
性较强，可作为展品进行展陈，弥补了
巴彦淖尔自然博物馆植物化石展品较
少的不足。

巴彦淖尔发现早侏罗世银杏和枝脉蕨化石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章奎）8
月4日下午，自治区政府在呼和浩特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云计算技术有
限公司签署云计算中心合作框架协
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
莉霞，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见证
签约。

签约仪式上，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
与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平安分别代
表双方签署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将在云数据中心建设、政务国产化上
云、国有企业上云、工业园区智能体以
及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等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内蒙古产业数字化发展。

签约仪式前，王莉霞会见了徐直军
一行，双方一致表示要不断深化拓展务
实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尽快落地，取得
实质性进展。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签
约仪式和会见。

自治区政府与华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王莉霞见证签约

本报 8 月 4 日讯 （记者
李永桃）中国农业银行立足国
家对内蒙古“两个屏障”“两个
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
位，于 6月 2日印发了《关于支
持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屏障”

“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建
设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引注金融活水为内蒙古
市场主体融资提供优惠利率、
自助循环、灵活还款等一系列
惠企利民政策，全力支持内蒙
古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意
见》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将
农业银行的倾斜政策“接得住”

“用得好”“见成效”，迅速制定
落地方案，组织各盟市、部门、
企业与农业银行迅速做好对
接，引导其他银行效仿农业银

行的做法积极向总行争取支持
优惠政策，形成全区金融系统
支持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
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
的良好局面。

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顶格
用足具体政策，扎实开展相关
工作。2022年 6月当月累计为
自治区融资226.3亿元，其中各
项贷款175.5亿元、投融资 50.8
亿元。今年前 6个月新发放实
体贷款加权利率 4.05%，较年
初下降 38个基点，为自治区实
体经济主体让利 3 亿元。其
中，新发放普惠贷款加权利率
4.21%，较年初下降11个基点，
为企业让利 0.11 亿元；新发放
民 营 企 业 贷 款 加 权 利 率
3.49%，较年初下降46个基点，
为企业让利0.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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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百强县走进中国百强县

8月 2日，在中铁十二局
集团包银高铁工程西小召制
梁场，工作人员正在制作钢
筋笼。据了解，包银高铁乌
拉特前旗段项目工程稳步推
进，各标段建设全面展开，乌
拉特前旗段项目建设已完成
投资2.24亿元。包银高铁是
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中“八横”通道之一，北京至
兰州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时速每小时 250公里。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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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前不久公布的2022年
中国百强县名单中，准格尔旗以 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破千亿元的成绩列居其
中。煤炭资源富集的准格尔旗立足煤延
伸煤超越煤，积极践行“双碳”战略，做足
现代能源经济文章，为建设国家重要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力量；实干争先
的准格尔旗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带头招
优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准格尔旗活
起来、强起来——

8月 2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路产业园成功
下线首块 210 组件，内蒙古新能源产
业再添“新宠儿”。缘此，内蒙古在光
伏组件制造端实现“零”突破。项目也
为准格尔旗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作出生动
注脚。

准格尔旗位于黄河“几”字湾，矿产
资源富集，探明煤炭储量582亿吨，远景
储量达1000亿吨以上，含煤总面积占全
旗总面积80%以上。

依托煤而不依赖于煤。党的十八大
以来，准格尔旗立足建设国家重要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
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千方百计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持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提高。

在前不久公布的2022年中国百强
县名单中，准格尔旗以2021年地区生产
总值破千亿元的成绩列居其中，成为内
蒙古仅有的2个上榜旗之一。

绿色为底 产业提档升级

一块黑色的煤会变身为五彩布匹？
在久泰集团展厅陈列的现代煤化工衍生
产品让人大开眼界。

这里正在演绎由一块煤变为一匹布
的传奇。6月5日，清华大学与久泰集团
合作建设的世界首套万吨级二氧化碳制
芳烃工业试验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
大路产业园开工。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从100万吨
煤制甲醇项目到年产60万吨聚烯烃项
目再到万吨级二氧化碳制芳烃工业试验
项目，久泰集团15年完成的产业链“三
级跳”是将原煤吃干榨尽的过程，也是企
业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
更是准格尔旗现代煤化工产业提档升级
的生动样板。

以煤为基，开枝散叶。如今，准格尔
旗已建成投产的大型煤化工项目达17
个，产能达到505.9万吨/年，为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提供了“稳”的

“压舱石”。
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准格尔

旗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
布局产业链，向“进”要“驱动力”。

在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智慧调度应急管理中心，通过
视频监控，龙王沟煤矿井下作业智能化
生产过程一览无余。“我们在整个矿井
布置了240多个摄像头，对生产仓储实

现了‘一键直达’。”公司党群部部长袁军
强介绍。

准格尔旗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乔国
华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准格尔旗共建成
绿色矿山70座，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8
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62座，绿色矿山
建成数量及质量均位于全区前列。

荒滩起宏图。放眼准格尔新能源科
技产业基地，平展展的土地上一座座厂
房拔地而起。烈日下，项目负责人魏巍
正在指挥工人们马不停蹄抢抓工期。

“为深入贯彻自治区‘两个率先’‘两
个超过’战略，准格尔旗抢抓新能源发展
窗口期，全力推进新能源科技产业基地
建设，重磅打造风光组件、氢能及核心部
件、硅料电池储能、新能源重卡和综合研
发中心5大功能区。同时，引进天合、阳
光、重塑、远景等一批‘风光氢储车’产业
链项目，获批65.5万千瓦光伏指标，新能
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准格尔旗委书
记苏新亚铿锵有力地说。

民生为本 城乡宜居宜业

走进装饰一新的薛家湾镇蓝天街道
“铁北社区老年人一站式生活区”，“营养
食谱”“助餐补贴标准”一目了然。

“原来这里是铁皮车棚，通过改造、
新建，生活区于今年4月 27日试运营，
为社区及薛家湾镇老年人提供了就餐便
利。我们的营养食谱是日日新、周周
新。享受补贴后，60周岁以上老人午餐

加晚餐每日只需15元。”生活区负责人
告诉记者。

蓝天街道辖6个社区，大部分住宅始
建于上世纪70年代。2019年以来，准格
尔旗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基础设施得
以优化。但乱搭乱建、公共活动场所不足
等问题成为城市治理中难啃的骨头。

“我们通过共建单位‘定向捐’、驻地
商铺‘爱心捐’、文明先锋‘公益捐’、党员
干部‘带头捐’、居民群众‘互助捐’设立

‘共建实践金’，解决百姓‘急难愁盼’。
目前已完成雪梅里邻里广场、白云社区
少年活动中心等16个定点投项目，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由梦想变为现
实。”蓝天街道党工委书记韩燕激情满怀
地说。

入眼即是绿色，出门即可乘凉。坐在
雪梅里小公园凉亭下的公共椅凳上，白云
社区70岁的李贵森骄傲地说：“环境好了，
我们老年人心情舒畅感党恩。我老伴还
是社区‘银骥’红马夹队志愿者呢！”

在北山新区，十几台挖掘机正加紧作
业。“我们以‘建成中国西部一流现代化品
质城市’为目标，按照‘北拓南优、中部提
升’的发展思路，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精
准规划建设北山新区。同时打造塔哈拉
川水景观轴，把薛家湾‘一河两岸’建成‘山
上有城、水中映城、鲜花簇城’的高质量生
活景观廊道。 ■下转第2版

“ 几 ”字 弯 里 井 喷 新 活 力
—— 记 中 国 百 强 县 准 格 尔 旗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包荭 王玉琢

本报8月4日讯 （内蒙古日报社
融媒体记者 任佳）8 月 3 日，“草原
云·内蒙古形象工作室”在内蒙古日
报社成立。工作室将重点围绕“把内
蒙古形象立起来”主题，策划打造系
列优质融媒体产品，在内蒙古日报社
报网端微和“草原云”旗县级客户端
等平台推广发布，并向央媒及兄弟省
媒推送。

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内

蒙古日报社、自治区旗县级融媒体运营
服务中心抽调全区103个旗县级融媒
体中心业务骨干组建“草原云·内蒙古
形象工作室”。

7月 31 日，首批 8名调训人员到
岗，开始在自治区“草原云”平台实践锻
炼。工作室首批融媒体产品内容涉及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化旅
游等多个方面，将为大家呈现“不一样”
的内蒙古。

“ 草 原 云·内 蒙 古 形 象 工 作 室 ”上 线

（扫二维码看活力准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