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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11 日讯 （记者 康丽
娜）8月11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
我区跨境收支规模保持较快增长，自治
区银行代客本外币涉外收付款总额
168.6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本和
金融账户收支 56.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27%；银行结售汇总额76.28亿美元，
同比增长2.03%。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
动增强背景下，自治区市场主体外汇交
易理性有序。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
特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
自治区分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
求，聚焦“稳外贸、稳外资”和“助企纾
困”等重点任务，持续推进外汇重点领
域改革措施和便利化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不断优化政策和服务供给，为自治
区涉外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汇市
场环境。

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区积
极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场景应用扩
面增量。自启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试
点工作以来，已开通出口应收账款融
资、企业信用信息授权查证、资本项目
收入支付便利化真实性审核、服务贸
易税务备案电子化银行查验 4个应用

场景。今年以来借助便利化政策宣传
月活动、银行座谈会、“连银助企”等活
动，加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
推介。截至 6 月底，已通过出口应收
账款融资场景为 73 家中小企业融资
5790万美元。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入落实“放管
服”改革措施，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合
作，精准落实便利化改革措施，拓展地区
金融外汇市场广度和深度，引导市场主
体树立风险中性理念，鼓励企业用好国
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支持重点行业
企业境外融资，着力提升外汇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质效。

上半年我区跨境收支规模保持较快增长

本报8月 11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据最新
的公益林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显示，落实
公益林管护18年来，内蒙古森林质量
持续提高，林分植被固碳能力持续增
强，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总价值量已
达2703.52亿元。

国家级公益林是由地方人民政府
划定，并经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认
定的公益林，其或者生态区位极为重要，
或者生态状况极为脆弱，对国土生态安
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经过
多次规划、更新，全区已有15346.76万
亩国家级公益林纳入管护范围。

为了更好地管护这些公益林，自治
区林草主管部门在全区建立管护责任
区4万多个，聘用护林员近9.5万人（含
兼职），建设固定管护站点1700多个，
盟市、旗县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管护
职责，将管护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已
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益林管护体系。

据介绍，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总
价值量包括涵养水源、净化大气环境、
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土壤
等多项生态功能的价值。持续开展公
益林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对全面认识和
客观评价公益林的地位和作用，健全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推进森林资源保育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 区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生 态
效 益 总 价 值 量 达 2703.52 亿 元

本报8月 11日讯 （记者 刘志
贤）记者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了
解到，日前，我区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已顺利结束。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共有18.5万名考生报名，其中，
14.5万人参加秋季统考和高职对口招
生考试。据了解，今年，在自治区招生
的普通高校共 1495 所，共录取考生
176981人。本科录取95550人，其中，
强基计划录取58人，重点高校招生专
项计划录取3165人，国家、自治区公费
师范生录取730人，优师专项计划录取

179人，国家免费医学生录取195人；
专科录取81431人，其中，秋季统考录
取35752人，高职单招33962人、五年
制高职转段 5521 人、高职对口招生
6161人。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录取工作从6月 26日开始，历
经34次填报志愿，历时44天。期间，
各地招委会统筹协调，各单位各部门通
力合作，保电、保网、防疫，所有考生均
可在学校填报志愿，并安排专职教师为
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指导，确保网上填报
志愿顺利进行。

我区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176981人

本报8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杨
柳）8月11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
区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呼和浩特广播电
视台协办的内蒙古第九届“好记者讲好故
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

《年年有“渔”黄河边》《一块豆腐的“惊
艳”出镜》《我的懵懂用你的智慧点亮》《最
远的边疆 最近的爱》《一个“小白”体育记
者的冬奥之旅》……来自全区各级媒体单
位的49位优秀记者选手们分享了他们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等重大主题宣
传中，在基层一线、火热现场，亲历亲见亲

闻亲为的内蒙古故事和深刻感悟。用一个
个鲜活的采访实例，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以小故事展现大时代，讲述动人故事，传递
新闻温度，展现了我区广大新闻工作者认
真践行“四力”、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敬业
精神。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内蒙古日报社
萨如拉罕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王芸、祁
娜获一等奖，乌海广播电视台强雨诗等
6人获二等奖，鄂尔多斯日报社孙海滨
等9人获三等奖，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
13个集体获优秀组织奖。

内 蒙 古 第 九 届“ 好 记 者 讲 好
故 事 ”演 讲 比 赛 决 赛 举 行

着力推进“两个打造”特别策划红山文化系列报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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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王亦然

初秋时节，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绿
动万利新能源智慧陆港，充满现代气息
的电动重卡有序停放，“正面吊”伸出吊
臂，抓起车上的空箱后再将一只装满煤
炭的重箱放在拖挂上，整个装卸过程看
不见有煤渣粉尘散落。

“以投运1万辆新能源重卡运行10
万公里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2万吨，还可以减少颗粒物和一氧化
碳的排放，节能降耗效果明显。同时，将
散装运输方式改为集装箱运输后，只需
喷洒一层抑尘剂就能有效防止煤粉洒
落。”绿动运销公司副总经理辛苒说。

“新能源智慧陆港实现了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赢。”绿动煤炭运销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张峰介绍说。

据了解，新能源重卡重载运行10万
公里，消耗20万千瓦时电量，用电22.8
万元，相较燃油重卡减少5万元。此外，
以陆港枢纽为支点，通过扩大新能源重
卡、绿电广泛应用场景，带动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发电消纳，推动整车生产、三电
配套、高端零部件制造等产业链延伸，撬
动能源数据、碳汇交易结算、智慧物流等
下游产业发展壮大，拉动上下游产业产
值近200亿元。

新能源数字陆港智慧物流项目，通
过“新能源+数字陆港+散改集”运营模

式，不断深化物流体系零碳化变革，提高
新能源重卡运营比例，最大程度应用绿
电。

智慧赋能添动力，绿色发展风正劲，
“新能源”与“智慧”完美结合的应用场
景，如今在鄂尔多斯已经屡见不鲜。

曾经，煤炭及相关产业占经济总量
50%以上的鄂尔多斯，给人们留下一个

“黑黢黢”的印象。
如今，鄂尔多斯坚持先立后破，把新

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攻方向，以
能源结构转型引领带动产业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以“绿色能源+产业集
成”的模式，全力打造“风光氢储车”五大
产业集群，加快改变产业发展“四多四
少”状况，建设国家现代能源产业基地。
由现象到模式，鄂尔多斯市“领跑”新能
源再掀转型新浪潮。

园区：新能源产业的“容纳器”

2022年4月，在鄂尔多斯蒙苏经济
开发区，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远景
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一期项目建成投
产。该产业园基于“新型电力系统”“零
碳数字操作系统”和“绿色新工业集群”
三大创新支柱打造。产业园内的风机、

光伏、储能与智能物联网协同形成的清
洁、稳定、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为电池
生产提供100%零碳能源供给。

视线来到产业链下游——光伏行业
龙头企业隆基绿能的电池工厂项目，总
投资高达200亿元左右；还有同样热火
朝天装配生产的鄂尔多斯·美锦国鸿氢
能科技产业园。经过系统总装和检测
后，合格的氢燃料电池就会投入市场。

那目前氢燃料电池的应用场景有什
么呢？在上汽红岩鄂尔多斯新能源重卡
基地，最新推出的第六代新能源重卡还
冒着热乎气儿。上汽红岩已构建起纯电
动重卡和氢能重卡两大产品矩阵。对比
燃油重卡，新能源重卡具有动力强劲、经
济性高、操作轻便、续驶里程长等优势。

“设立10亿元新能源装备制造项目
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蒙苏经济
开发区建设，高规格、高标准规划建设零
碳产业园，将零碳产业园打造成具备转
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能级提升、
人才培养、对外开放六大功能的产业高
地。”伊金霍洛旗委书记华瑞峰说。

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确保完成
能耗双控目标任务的根本之策。鄂尔多
斯市在谋划产业、引进项目上以能耗、碳

排放硬性约束倒逼存量项目绿色化改
造、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杭锦经济开发区现有入驻企业127
家，规模企业 57 家，完成投资 183 亿
元。形成日处理463.5万立方米液化天
然气规模，建成新能源发电项目总装机
容量达150万千瓦，成为鄂尔多斯市第
一个百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基地。

2021年，鄂尔多斯新增新能源装机
56.3 万千瓦，占新增电力总装机 30%。
上报氢能产业示范项目等8类新能源项
目，总规模3665.65万千瓦，已批复分布
式、集中式、氢能示范项目、火电灵活性
改造、整县屋顶光伏、风光大型基地等共
计72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

达拉特光伏领跑基地二期、天骄绿
能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等一批
新能源重大项目陆续并网发电，蒙西基
地库布其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达
拉特旗光储氢车零碳生态链示范项目等
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鄂尔多斯市“风光氢储车”产业集群
建设已经扬帆起航，成为带动鄂尔多斯
市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中坚力量。

科技：绿色转型的“助推器”

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总抓手，不
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把科技创新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科技，正在为绿
色低碳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新的发
展动力和新的赶超机遇， ■下转第2版

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绿色发展风正劲绿色发展风正劲

本报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 高敏
娜）8月10日，“北疆儿女心向党 携手奋进
新征程——内蒙古兴安盟农牧民刺绣作品
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兴安
盟农牧民绣工用精美的刺绣表达对党
的无比忠诚。

兴安盟农牧民刺绣是在长期生产
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手工技艺，融入各族
人民的审美意蕴，鲜明体现了内蒙古人

民的优秀品质。她的色彩明亮艳丽、浑
然天成，蕴含着内蒙古人民热情、直爽
的豪迈性情；她的线条自然明快、粗中
有细，代表着内蒙古人民雷厉风行、一
丝不苟、言而有信的行事风格；她的图
案精美别致、雍容大气，展现了内蒙古
人民“真、善、美”的形象特质。在脱贫
攻坚过程中，在中宣部大力扶持下，兴
安盟科右中旗农牧民手工刺绣产业稳
步发展， ■下转第2版

兴安盟农牧民刺绣作品展在京开展

本报包头 8 月 11 日电 （记者
宋阿男）8月9日，被安置到奥宇新城小
区的原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居民
在东河区市民大厅领到了自己的房产
证。

作为北梁棚改安置房办出的首批房
本，当天共有120户居民拿到了新房本。

据了解，北梁棚改安置房源共
43594套，其中北梁回购安置房18个
小区11525套、委托新建安置房18个
小区32069套，首批办理房本的是回购

安置小区奥宇新城。
“我们整合区不动产、税务、住建、

棚改、办事处等相关资源，多部门联动，
高效有序推进房本办理。”北梁棚改现
场指挥部征收安置组负责人房宜锋介
绍，为尽快办出房本，从8月开始工作
人员就主动放弃周末休息，加班加点整
理卷宗、进社区张贴公示公告、提前审
核居民资料、计算应缴契税、集中注销
旧房本，让百姓尽量少跑路。

■下转第2版

包头北梁棚改安置居民领到首批房本

“在担任团干部的6年中，我深深热爱着这个火红而光
荣的岗位，努力让自己成长为让党放心、青年满意的共青团
干部……”前不久，在乌海市委组织部开展的“强国复兴有
我、榜样就在身边”主题宣讲活动现场，乌海供电公司海勃湾
供电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刘绪姣作的主题宣讲吸引现
场观众，让台下听众对这位90后书记刮目相看。

白皙的面庞、干练的短发让刘绪姣看起来充满朝气又不
失沉稳，在此之前，刘绪姣在乌海供电公司担任了6年团委（青工委）书记，在青年
职工的眼中，她是大家的贴心姣姐，也是带领团队前行的刘书记。

乌海供电公司青年所占比例高达60%，做好青年的工作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
要。服务好青年职工，引领青年跟党走、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是刘绪姣一直以来思
考的课题和持续努力的方向。

为做好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刘绪姣创新开展了青年与领导、与榜样、与职代会
代表的“三对话”活动，收集整理青年的意见和心声。同时开展“团学道·新思享”
共青团思想沙龙，选择职工书屋、党团活动阵地等作为活动场所，一次选一个主
题，提前公布，让青年职工分批交流。一个话题、一杯咖啡、一盘零食、一群青年、
一个主持，在思想沙龙这个平台上，青年职工谈人生、聊理想、悟生活、讲道德，潜
移默化筑牢思想之基。

“姣姐，我遇到了工作上的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姣姐，最近工作压力有点
大。”平日里，青年职工遇到烦心事，总会找她诉说、向她求助，而她办公室的门总
是敞开的。“工作中是个好领导，学习中是个好老师，生活中是个好姐姐。”与刘绪
姣相处最多的团青主管依赫苏日娜说。

“最近工作状态怎么样？”“去了新的岗位还适应不？”对于青年的关爱，刘绪姣
不仅仅是“开门迎客”，还总是“出门走访”，主动到基层一线班组调研，倾听青年的
心声。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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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中的刘绪姣。

学先进 勇担当

8 月 11 日，华能
科尔沁右翼前旗20万
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
场。该项目位于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前旗额
尔格图镇，总投资 13
亿元，新建单机容量
6.25兆瓦风电机组32
台，年发电量5.9亿千
瓦时，每年减排二氧
化碳 55万吨，计划今
年 12 月 30 日全容量
并网发电。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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