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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
13日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
晓春回信，对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
作用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长年在山崖间
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
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
献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
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
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
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
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
献自己的光和热。（回信全文另发）

2008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网上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至今已发布
“中国好人榜”150期，共有16228人（组）入
选“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在黄山风景
区分别从事环卫保洁和迎客松守护工作，
2012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敬业奉献类“中
国好人”。近日，李培生、胡晓春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工作情况和心得体会，表达
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强调

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李培生、胡晓春同志：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你们长年

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
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
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

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
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
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习近平
2022年8月13日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回 信

本报陕西 8 月 14 日电 （记者
章奎）8月14日，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
博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内蒙古
是本届大会的主宾省，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出席开幕式并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论坛上致辞。

王莉霞在致辞中向来宾介绍了内
蒙古基本情况，她说，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寄予厚望，为内蒙古确立了“两
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
略定位，要求内蒙古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全方位融入国内国际大市场，
形成联通内外、辐射周边，资源集聚集
散、要素融汇融通的全域开放平台。我
们将全面强化与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合

作，全力打造“草原新丝路”，谱写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彩篇章。

王莉霞说，内蒙古正全力打造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现
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服
务业等八大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全国乃至
国际新能源产业高地，全力打造开发开放
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等各类开放平台，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诚邀海内外朋友来内蒙古共享亮丽大
美的自然风光，共绘绚丽优美的发展蓝图，
共创壮丽雄美的远大前程！

开幕式前，王莉霞还参加了大会主
宾国开馆仪式和统一巡馆。

王莉霞在第六届丝博会开幕式暨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论坛上致辞

本报 8 月 14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
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根据企
业规模、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等关键指标，
从全国3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了69家
农作物、86家畜禽、121家水产种业企业
机构，集中力量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国家种业企业阵型，加快打造种业振
兴骨干力量。

内蒙古共有7家企业入选国家种业阵
型企业名单。其中，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科
河种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坤元太和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入选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
业名单；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
牧场有限公司、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
公司、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入选国家畜禽种业阵型企业名单。

据了解，在我国农作物生产中，80%的
种子是靠企业提供的。这次入选国家种业
阵型企业的69家企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种业主力军。我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科河种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坤元太和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2家优势企业入围国家农作物
种业“补短板”阵型，将聚焦玉米、薯类杂粮
等重要作物，充分挖掘优异种质资源，全面
应用现代育种技术，加快提升品种产量、质
量、抗性水平，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

目前，我国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

超过75%，良种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
过40%。此次入选的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
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农垦
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内蒙古赛诺种
羊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入选国家畜禽种
业“补短板”阵型，将针对与国外先进水平
有差距的生猪、奶牛、肉牛和羊等种源，深
入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加快现代育种技术
应用，全面提升育种创新水平，力争在饲
料转化率、产仔数等主要生产性能方面，
尽快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同
时，针对有竞争优势的种源，内蒙古塞飞
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
畜禽种业“强优势”阵型。

内蒙古7家企业入选种业企业“国家队”

本报陕西 8 月 14 日电 （记者
章奎）8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
省在西安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
霞，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一德分别
致辞并证签。

王莉霞对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内蒙
古搭建推介平台表示诚挚感谢。她说，
陕蒙两地地缘相邻、人缘相亲，同饮黄
河水、亲如一家人，有人文、资源、产业、
市场等多方面的差异互补和共同需
求。希望两省区在落实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建设呼包鄂榆城市群等国家战略上
携手共进，在能源经济、基础设施、生态
环保、文旅产业、科教事业等领域联手

并进，合力打造区域合作新样板、对外
开放新平台、产业升级新高地。诚邀各
位企业家来到内蒙古，开启创业创造之
旅、共赢共享之旅、品味品质之旅，谱写
高水平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赵一德对王莉霞一行来陕表示欢
迎。他说，近年来，蒙陕两省区紧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呼包鄂榆城
市群建设等发展战略，着力建机制、搭平
台、促融合，推动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
产业协作联动成果丰硕、生态共同保护成
效明显，走出了毗邻地区互补合作、共赢
发展新路子。此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必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拓展。陕西将紧
紧围绕协议内容，持续统筹完善工作机
制，加快推动项目建设， ■下转第2版

蒙陕两省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王莉霞赵一德致辞并证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霍晓庆

苍翠的榆木川，谱写着多伦的历
史。古老的滦河水，滋养着多伦的草
木。葱郁的樟子松，守护着多伦的每一
寸土壤。多伦县，古水滦河畔的明珠，今
非昔比。

2022年盛夏，走进全国绿化模范县
多伦县，绿树郁郁葱葱，野花千娇百媚。
从浑善达克沙地到多伦湖畔，从城镇村屯
到工矿园区，从林沙产业基地到省道308
线，无一不因满目翠绿而让人欣喜——多
伦县已经从曾经的“大风起兮尘飞扬”蜕
变成满山绿树葱茏的俏丽模样。

多伦县，如今已是镶嵌在祖国正北
方的一颗“绿珠”。然而，20多年前，它
却被黄沙蚕食着。

多伦县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
盟东南端，地处阴山北麓、大兴安岭余
脉、燕山山脉北端三山交汇处，并处在浑
善达克沙地南缘，是内蒙古距北京最近
的旗县。

多伦县的地理区位决定了生态建设
的重要意义，生态环境恶劣不仅制约着
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会给京津地区
的生态安全带来影响。

49岁的滦源镇大孤山村村支书许
俊曾亲眼目睹20多年前黄沙漫天遍野
的荒凉：“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
于滥牧土地沙化变得严重，每年一到春
天，根本看不到绿色。”

“当时，多伦县的沙化面积达到全县

土地总面积的 87%，森林覆盖率仅为
6.8%，绿意全无的景象触目惊心。”多伦
县林草局工程师张海成说。

“治理前几乎每天都刮沙尘暴，能见
度不足50米。村庄都要被沙子掩盖，严
重的时候，沙子差一尺与房顶齐平。”回
忆起风沙肆虐的年代，60岁的大孤山村
4组村民王春学不堪回首。

而因为土地沙化，很多耕地不能耕
种，人们只能选择背井离乡。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生态现状，多伦
县按照生态固基、绿色发展的工作思路，
从植树造林开始，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再
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融合。

“2011年以前是控沙阶段，2011年
至今，开展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张

海成说。
2000年，国家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多伦县把变黄天为蓝天作为首要
任务，开始大规模实施林业生态重点工
程，采取“飞、封、造、禁、移、调”多措并举
对沙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完成人工造林24.55万亩、飞
播林草21万亩、封山育林50.2万亩，实
施退耕还林76.96万亩，植树610万株，
移民迁出区55万亩的沙化土地植被得
到自然修复。

据许俊介绍，多伦县有3条沙带：Ⅰ
号沙带是近30公里长的南沙口沙带；Ⅱ
号沙带主要在滦源镇大孤山村和大河村
并延伸到公吉诺村，有20多公里长；Ⅲ
号沙带在蔡木山乡，有30多公里。

65岁的诺尔镇新民村村民马云平
在2019年被评为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
人。他从2000年开始，在Ⅰ号沙带南端
参加造林活动。“那时候，耕地没法种，我
也在寻找生计。看到林业局在造林，我
就想我们能不能自己造林，有了林子应
该就能养活一家人了。刚好县里有政
策，可以免费承包无立木林地，我就承包
了3700亩荒山和沙丘。”

马云平承包的地块实际上是风蚀沙
化地，包括9个 300多亩寸草不生的沙
丘。他自己买来苗木开始治理沙化。“茫
茫黄沙，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种啥。”马云
平当时感觉很茫然。看到很多人都在种
黄柳，马云平夫妇决定也种黄柳。2000
年春天，种了300亩。然而由于没有经
验，第一年沙障没有做网格，一场沙尘暴
袭来，行状沙障被刮得溜光干净。

“第二年我做了网格沙障，把能用的
材料都用上了，石头块、莜麦秸、杨树杈，就
一个想法——别让沙丘流动，一点点材料
都舍不得扔。”马云平说，“后来，一到春天
就开始编筐，用筐往山上背树苗。”

据统计，2000年—2010年，多伦县
围封育林23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人工造林 24.5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6.8%提高到28.73%。

从沙中找绿到绿中找沙，经过十几
年的连续治理，多伦县的沙化状况得到
整体性遏制。生态环境的好转使得多伦
县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北绿色生态屏障。
多伦县要做的不仅仅是守住来之不易的

“绿色江山”， ■下转第2版

古水河畔绿满山
核心提示：

20多年前，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多伦县风蚀沙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87%，森林覆盖率仅为6.8%。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现状，2000年，国家启动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多伦县把“变黄天为蓝天”作为首要任务，开始大规模实施林业生态重点
工程，采取“飞、封、造、禁、移、调”多措并举对沙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2011年又实施
了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实现了由“沙中找绿”到“绿中找沙”的历史性巨变。

8 月 13 日，在第三十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上，工作人员向
观众介绍农机产品。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 8月 14 日讯 （记者
薛来）8月13日，2022年第三十
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在内
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国
内外500余家农、林、牧、水行业
参展商和企业前来参展。

本届博览会为期 3 天，以
“发展现代农牧业、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秉承“科技兴农、展
示精品、推进合作与交流”的办
展宗旨和“科学分区、突出企业
特点”的布展原则，以“推广先进
农牧林水产品、促进农牧业全面
提升”为目标，开展一系列宣传
与推广工作，努力推进国家重要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优化农

牧业装备产业结构布局。
本届博览会下设区域公用

品牌、农资、节水灌溉、农牧业机
械、兽药饲料、农林产品、金融服
务7大展区，展出面积2万平方
米，设置展位700余个，其中，高
新技术项目116个，专利技术产
品 293 个 。 期 间 ，还 将 举 办
2022年内蒙古国际畜牧业博览
会暨第二届全国草食家畜产业
发展论坛。

据悉，本次博览会由自治区
经济发展和研究促进会牵头，联
合自治区农牧厅、水利厅、林草
局、内蒙古畜牧业协会、自治区
饲料工业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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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航拍通辽市扎鲁特旗境内山地草原。近年来，该旗通过实施天然草原修复工程，采取围封禁牧、退牧还草、搬迁转移农牧民等措施，建成了360万亩集中连片
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使天然草原得到有效修复。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草原秋景美如画

本报 8月 14 日讯 （记者 刘志
贤）日前，“建行杯”第八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内蒙
古赛区总决赛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落下
帷幕。

本届大赛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职教赛道、产业命题赛
道。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
出 98 个金奖项目，162 个银奖项目，
181 个铜奖项目。其中，内蒙古大学
的《点“废”成金、渐入佳“净”——煤
矸石高值利用领航者》项目团队获高

教主赛道冠军，内蒙古科技大学的
《10127＋筋脉贯通——新基建浪潮
钢筋套筒安装领航者》项目团队获高
教主赛道亚军，内蒙古师范大学的
《智慧水利——双平台多模型联合山洪
预报开创者》、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

《瓷储电容——风电储能专家》项目团队
获高教主赛道季军。大赛还评选出了
10 个高教主赛道、职教赛道、产业命
题赛道优秀组织奖，10 个“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赛道优秀组织奖，3个产业
命题赛道优秀企业组织奖。

大赛深入推进我区高校新工科、新
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以创新引领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高校毕业生
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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