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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李
存霞）8 月 7 日，由自治区残联、自治
区体育局主办的“大爱北疆 多彩人
生”内蒙古自治区第 12 届残疾人健
身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残疾人文
化体育展演充分展示了残疾人积极乐
观、自信自强的精神面貌。特奥儿童
及家长共同带来了精彩的非洲鼓表
演，特奥运动员们带来的轮滑表演惊
艳全场，肢体残疾人为现场观众献上
动感十足的轮椅舞蹈和健身操表演，
将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传递给
每一个人。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健
步走、残疾人政策咨询、残疾人文创产
品展示等活动。

据悉，残疾人健身周活动期间，全

区各级残联将协同各相关部门，陆续
开展残疾人及工作者乒乓球比赛、特
奥轮滑排位赛、残健融合羽毛球比赛、
特奥乒乓球暨旱地冰壶比赛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残疾人带来
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进一步激励残
疾人不畏困难、走出家庭、融入社会，
让全社会看到残疾人自强不息、用奋
斗成就梦想的精神风貌。

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马俊学说：
“希望通过本届活动，带动越来越多残
疾人走出家门，在体育中强健身体、陶
冶性情，在体育中培养社会自信、激发
生活热情。同时，督促各级残联组织
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体育服务能力，不
断丰富残疾人体育活动内容，为残疾
人参与全面健身、乐享多彩人生搭建
更为广阔的平台。”

内 蒙 古 第 12 届 残 疾 人 健 身 周 活 动 启 动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刘志贤）
8月6日—7日，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

“百日冲刺 逐梦启航”内蒙古2022年高
校毕业生夏季专场招聘活动（呼市专场）
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行。

即日起至8月13日，自治区教育厅
将陆续在呼和浩特市、赤峰市等地举办
多场高校毕业生夏季专场招聘会，积极
实施“百日冲刺”系列行动，全力促进高

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本次活动招聘企业
行业涵盖能源化工类、金融财务类、生物
医药类、教育类、房地产类、农牧类等领
域，采取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双预约的
方式进行。用人单位登录北疆就业网，
进入“‘百日冲刺 逐梦启航’内蒙古自治
区2022年高校毕业生夏季专场招聘活
动”专栏预约报名；毕业生登录北疆就业
网进入相关专栏预约报名。

据了解，近日，为抢抓高校毕业生就
业攻坚期，自治区教育厅依据尚未落实
毕业去向毕业生专业结构及生源特点，
不断聚焦重点难点，通过开展基层就业
事迹展映、就业创业政策进校园、重点群
体帮扶、线下招聘会等系列活动，从思想
引领、政策宣传、就业帮扶、供需对接等
方面精准发力，助力2022届高校毕业生

“好就业”“就好业”。

我区举办多场高校毕业生夏季专场招聘会

□本报记者 郝飚

夏日的乌海湖，湖光潋滟、风光无
限。

站在湖边，眺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碧
波，已在乌海市居住了50多年的李长
河思绪纷飞，感慨万千：“乌海市能有这
一片大湖、这样一番生机盎然的景色，
以前想都不敢想。”不只是李长河老人，
如今很多乌海市民和外地游客都惊叹
于乌海市的美丽变迁。

曾经的不毛之地嬗变为生机勃勃
的绿色家园，记忆里的“西部煤城”也被

“大漠湖城”这张新的城市名片所取
代。这是过去10年里，人们眼中这座
城市最显著的变化。过去10年，不仅
是乌海市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民生福祉
持续增进的10年，也是产业转型全面
起势，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的10年。10
年间，乌海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
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推动资源型工矿
城市向生态城市、创新城市、智慧城市
转型，实现了城市产业结构更优，城市
品位更高、城市气质更佳。

一湖碧波刷新颜值

盛夏的傍晚，骑行在绿树成荫的环
湖路上向西远望，晚霞、乌海湖与远处
的乌兰布和沙漠相互映衬，“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绝美景色令人沉醉。

“每次来乌海都会在乌海湖边走一
走，看一看这大湖、大河、大漠相互交融
的美景。”在乌海湖边，来自鄂尔多斯市
的游客刘建军说。

2013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
项目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蓄
水，乌海湖出现在乌海市的版图上。

对于乌海人来说，乌海湖不仅仅是
万顷碧波，更承载着乌海城市转型的期
盼。乌海湖为城市的转型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自然条件，特别是为发展旅游业
提供了重要支撑。“城市之中有如此大
面积的湖泊，在全国也极为少见，并且，
这个大湖融大漠、黄河于一体，全国仅

此一处。”泛舟于乌海湖上，乌海湖旅游
公司讲解员王又弘介绍道。

多年来，为加快城市转型发展，乌
海市将环乌海湖开发建设作为旅游业
发展的重中之重，高标准规划和建设，
致力把乌海湖打造成为集风景旅游、观
光娱乐、体育竞技、疗养避暑、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目前，乌
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已入选国家水利
风景区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名单。

拥有这样一片城中大湖，受益最大的
还是乌海市民。依托黄河和乌海湖，乌海
市多年来矢志不移推进生态建设，沿湖建
设了一大批景观公园和城市水系，极大改
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及城市的发展环境。
人们随时可与水亲近，乐享绿色福利。

如今，乌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达
到 43%，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19.5 平方
米。“五分钟休闲绿地”和“十分钟休闲圈”
是乌海的亮丽写真，“推窗见绿、出门见

景”更成了市民诗意生活的“标配”。乌海
市还成功跻身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和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行列。

多年来，为满足市民对美好城市生
活的向往，该市还高标准推动城市焕新
提质，促使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城市品位显著提升。

新建改造供热、给排水管网900余
公里，生活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8.3%、
97%、100%；农区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
进，综合执法、环卫保洁等基本公共服
务向农区延伸，农区公交通车率达
100%；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42
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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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达136平方公
里，黄河乌海段水质保持Ⅱ类水体。“十
三五”时期，乌海市累计投入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77.8亿元，荣乌高速乌海段、
国道110线黄河特大桥等一批道路桥
梁工程建成通行，公路总里程达 1175
公里，路网密度是自治区平均水平的
3.9倍……这一串串亮眼数据彰显了乌
海市扎实推进城市转型的坚定不移。

■下转第2版

乌海乌海：：逐绿而行逐绿而行 向新而生向新而生

本报 8 月 7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
内蒙古公安环食药侦部门深入开展“昆
仑”“清风”“春秋季保护过境候鸟”等专
项行动，截至目前，侦破涉野生动物刑
事案件4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0
余人，收缴野生动物4.1万头（只）、野生
动物制品6000余件。

公安环食药侦部门采取“打、联、
巡、救、防、宣”6项连环措施，强化源头
打击、实现多方联动、突出重点巡查、加
大救助力度、严防疫源疫病、广泛宣传
发动，助力全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
面排查、清除、收缴辖区内的鸟网、毒
饵、气枪、诱捕器等捕杀器具，全力打击
使用网捕、毒药、枪支等恶劣手段乱捕

滥猎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从源头
上消除安全隐患。

公安环食药侦部门联合相关警种
及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布设观察
点、成立管护站，加强对餐饮饭店、花鸟
市场、交通运输车辆的联合执法检查，
密切追踪网上网下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交易信息，阻断非法运输、经营各类
野生动物的黑色链条。同时，加大对野
生动物栖息地、繁殖地，特别是黄河流
域、“一湖两海”等区域的巡查力度。加
大对体弱、伤病野生动物的救援、救
助。今年以来，已累计救助黄羊、丹顶
鹤、黑熊、貉、天鹅等各类野生动物800
余只。在全区候鸟迁徙的主要停歇地，
集中投放饵料累计达1万余公斤。

自治区公安机关“六连环”举措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 8 月 7 日讯 （记者 柴思
源）8月7日上午，以“跃动内蒙古 健
康新时代”为主题的“中国体育彩
票”2022 年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内
蒙古站）活动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欢
乐开启。

启动仪式现场，旱地冰壶、滑雪模
拟器、大众冬季两项等体验项目为市民
带来焕然一新的冰雪体验。活力满满
的冰雪健身操和运动秀展示，点燃现场
氛围。由冰雪少年们展示的花样滑冰、
冰球和冰壶表演赛精彩十足，将冰雪运
动的刺激和魅力带给观众。

据了解，活动由自治区体育总会
主办，不仅设置了线下的滑冰、冰
壶、滑轮、旱地冰壶等冰雪嘉年华项

目体验，也安排了冰雪运动知识技能
的线上“云课堂”“云培训”，用丰富
多彩的活动吸引大家了解冰雪运动，
在互动体验中激发参与热情。活动
将持续至 8月 10日，并在赤峰市、鄂
尔多斯市、阿拉善盟和乌海市设置分
会场。

自治区体育总会秘书长刘贵生说：
“近年来，内蒙古作为冰雪运动大区，
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号召，不仅各类冰雪场地成倍增加，

‘十三五’期间还有600万人次参与到
冰雪运动中。这次活动不仅是推动冰
雪运动向四季拓展的积极探索，也是
让冰雪运动更加贴近民众、服务民众
的一次实践。”

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内蒙古站）活动开启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7 日讯 （记
者 郑学良）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乡村
振兴局获悉，截至 7 月底，呼和浩特
市已经安排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5.71亿元。其中，中央
资金 0.62 亿元，自治区资金 2.81 亿
元，市本级资金 2.28亿元。安排项目
206个。

这 206 个项目中，产业项目 121
个，资金3.55亿元，占比68.67%；小型

公益项目 74个，资金 1.39 亿元，占比
24.34%；到户项目 11个，资金 0.20亿
元，占比3.5%。资金已全部拨付到旗
县区，所有项目均已开工。

截至7月底，中央和自治区两级资
金拨付率已达到 69%，工作推进情况
在全区排名前列。该市在7月28日至
29日召开的全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管理推进
会上作了先进工作经验交流。

呼和浩特市安排 5.71 亿元补助资金推进乡村振兴

8 月 6 日，工作人员为观众展示牙
科显微镜操作方式。当日，首届内蒙古
口腔医疗设备展览会在内蒙古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展会以“健康从‘齿’开
始”为主题，参展商品种类丰富，包括牙
科治疗设备、牙科材料与工具等。展会
以会带展，为各方搭建一站式资源共享
及商贸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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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韩雨格

“这周政府又要发消费券了，周二上
午10点别忘了抢。”“放心，闹钟我都定
好了，拼手速的时刻差不了！”从年初以
来，由兴安盟商务口岸局组织发放的“乐
购兴安·助商惠民”消费券引发的消费热
潮不断飙升，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关
注放券、定点抢券、按时用券成了很多兴
安盟百姓的关注热点。在消费券的加持
下，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走进超市、商
场、加油站、汽车4S店、车展……小小消
费券焕发兴安盟消费市场大生机。

7月31日，记者从兴安盟商务口岸
局了解到，今年兴安盟聚焦成品油、汽
车、家电、商超、餐饮等民生消费和限上
重点行业的结合部，统筹资金500万元，
已发放13期共35.6万张消费券，撬动限
上零售企业销售增长10倍以上，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拉动消费作用，点“燃”了
兴安盟的消费市场。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各类助商
惠民促销费活动500余场。根据最新出
炉的消费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全盟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6.7亿元，同比
增长2.3%，增速排在全区第3位，高于全
区平均增速2.5个百分点。”兴安盟商务
口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海涛欣喜地说。

可圈可点、可喜可贺的成绩背后，是
兴安盟商务口岸局针对重点行业采取的
重点扶持的硕果。

推动全盟成品油让利消费。受国际
原油价格的影响，今年成品油价格持续
上涨，为了有效拉动消费，兴安盟商务口
岸局发放石油类消费券160万元，撬动
限上成品油销售额增长10倍，拉动限上
社零额增长0.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完
成销售额15.7亿元，同比增长37.8%。

“‘乐购兴安·助商惠民’消费券真的
特别好，我们中石油在全盟103家加油
站全部参与活动。截至目前，我们共核
销了价值100万元的消费券，带动油品
销售额1000多万元。”中国石油兴安销
售分公司业务运营部主任杜亭说，一张
小小的消费券既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

又为中石油这样的国有企业增加了经济
效益。

促进全盟汽车大宗消费。“活动期
间，我们共销售汽车 184辆，同比增长
48.3%，销售额达 3700万元，这个活动
对于正处于淡季的汽车销售公司来说
真是‘雪中送炭’啊！”兴安盟宝辉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迟春有
感激地说。

在兴安盟商务口岸局的积极组织
协调下，今年上半年，在乌兰浩特市、科
右前旗、扎赉特旗一共组织车展 10
场。并在 5月 20日至 6月 30日，开展
了“乐购兴安·助商惠民”2022 年夏季
购车补贴促消费活动，拉动汽车销售
406辆，销售额近6000万元，撬动限上
汽车销售额增长近150倍，拉动限上社
零额增长 2.5个百分点，同时直接带动
汽油消费40余万元。这份“真金白银”
的购车福利不仅拉动了市民购车热情，
有效促进了消费回升，还让原本的汽车

销售淡季变成旺季。
刺激家电行业淡季热销。今年上半

年，兴安盟商务口岸局发放家电类消费
券100万元，开展促销活动27场次，实
现销售额0.85亿元，撬动限上商超企业
销售额增长7倍，拉动限上社零额增长
0.3个百分点。

“根据我们企业后台掌握的数据来
看，今年我们核销了3500张消费券，带
动家电销售额700多万元。”乌兰浩特市
华生交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萌表示，
家电类消费券的出现，让家电行业实现
销售淡季不淡，稳住了商家的底气，提升
了商家心气。下一步，兴安盟商务口岸
局还将与盟内的限上家电行业积极开展
绿色智能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及消费补
贴等各类促销活动。

让消费券更有普惠性。政府发放消
费券的初衷就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今年上半年，兴安盟商务口岸局科学筹
划，精心测算，缜密运行，把钱花在“刀
刃”上，共发放商超类消费券100万元，
撬动限上商超企业销售额增长7倍多，
拉动限上社零额增长0.3个百分点；发放
餐饮消费券20万元，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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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8月 2日至 3日，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后旗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地出
现洪水，道路被淹、交通受阻。

“警察同志，洪水实在太急了，我
被冲到路下面了！”3日 18时许，巴彦
淖尔边境管理支队乌力吉边境派出所
接到辖区群众闫某的求救电话，称其
驾驶车辆突遇洪水，躲闪不及被冲下
路基，请求救援。群众生命高于一
切，乌力吉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呼和带
领2名民警携带救助装备火速前往事
发点。

在救援现场，由于车辆无法通

行，民警跑步通过防洪堤坝，涉水抵
近被困车辆。但车辆已深陷泥沙，车
门被卡死，无法打开。呼和遂让闫某
摇下车窗，欲帮助其爬出。多一秒耽
搁，就多一秒危险。车辆被困位置由
于常年雨水冲刷，有近2米落差，水流
极快，而且水深未知。为防止闫某不
慎跌入洪水中，呼和双手抓牢被困车
辆前柱，两脚踩到堤坝上，利用自己
的身体搭起一座救生“人梯”。

“叔叔，从我身上爬过去！”呼和
大喊着。最终，经过1个小时营救，闫
某安全回到岸上。

问起呼和当时的想法时，他不假
思索地说：“我就是想，无论如何都要
把群众救上岸。”

“叔叔，从我身上爬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