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航中国·内蒙古篇

2022年9月11日 星期日
壬寅年八月十六

第26731期
今日4版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5-0002
邮发代号：15-1

草
原
全
媒

内
蒙
古
新
闻
网

浩瀚的时间长河中，总有一些事件
值得铭记。

日历翻至2022年秋，一条消息广受
业内关注——

“随着总投资 560亿元的 5个可降
解塑料产业项目落地，2025年乌海市生
物可降解塑料产能将达300万吨，占全
国产能的40%以上。”

何以广受关注？一个项目场景为我
们作答。

金秋时节，暖阳下的乌海市乌达产
业园内，自治区重点环保科技项目——
年产28万吨BDO（1，4-丁二醇）项目现
场吊车林立、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之所以称其“环保”，盖因该项目不
仅能消纳当地过剩的电石渣，更重要的
是：作为精细化工新材料，BDO还是可
降解塑料的重要原料，它的深加工利用，
对解决“白色污染”这一百年世界难题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勇担使命，方可告慰历史、赢得发
展。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每一个地
区的转型，都是一座泽耀未来的丰碑。

“依托化工产业集群，乌海市以
BDO为核心，初步形成全产业链低碳循
环利用新格局。”项目负责人朱庆和说。

绿色转型，历久弥新。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十年发展史，见证绿色转型发展
的，何止是BDO与可降解塑料项目？

九月上旬，在包钢稀土钢板材公
司热轧区全自动生产车间，火红的钢
坯经除磷减排等绿色工序，冷却成卷
下线。

“生产线于2013年投产，目前每吨
产品成本比以前降低30%。”包钢稀土钢
板材公司钢轧作业部部长苗瑞林说。

更让业界羡慕的是：包钢薄板厂通
过回收利用汽轮发电和制冷、采暖余热，
实现了热、电、冷低碳绿色联产。

这个联产，堪称技冠群雄：年节约标
煤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6万吨。

一段段绿色追寻，激励人心，给人启
迪。

“吃”进去的是氢气，排出来的是
水。——以氢气为燃料的零污染、零排

放重型卡车，你见过吗？
国电察哈素煤矿至伊金霍洛旗乌兰

木伦镇运煤线上，“内蒙古制造”的氢能
重型卡车已投入使用。

绿色转型，不辱使命。随着蒙西风
光制氢一体化八大示范项目落地和“风
光-氢-储-车-运”绿色产业链成形，内
蒙古健步跨入产业绿色革命新时代！

一段段绿色故事，载入史册，昭示发
展方位。

十年绿色转型，东至大兴安岭林区，
西至腾格里沙漠、库布其沙漠腹地，我区
转型、治理并举，“散乱污”企业退出历史
舞台，生态旅游、生态光伏、林区碳汇等
产业遍地开花，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及资源循环利用带动了产业增“绿”、居
民增收，绿富同兴的亮丽风景线展现在
世人面前！

无愧使命担当，不负伟大梦想。十年
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嘱托的内蒙古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战略定位，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正能量喷薄而出！

十年来，依托“吃干榨尽”的产业
链优势，乌达产业园、托克托工业园等成
为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循环经济示范
园……内蒙古跨入产业绿色转型新境界！

十年来，凭着低碳循环绿色的“稀土
钢”产业链，我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铁钢
轨生产基地……“包钢制造”走出内蒙古

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建设！
十年来，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在我

区落户，全球最大的“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和“风光制氢-氢能重卡”新兴
产业链项目在我区落地……内蒙古转换
发展动能先声夺人！

十年来，打造出23个国家级绿色工
厂的伊利闯入“全球乳业五强”阵营，乳
品远销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蒙字号”乳品正走向世界乳业舞台中
央！

十年来，我区建成全国最大的煤电
基地和煤化工基地，下游产生的焦炉煤
气、粉煤灰实现综合利用……集约节约
利用资源翻开内蒙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崭新一页！

十年来，全区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
覆盖率实现“双提高”，沙尘暴天数由每
年4.9天减少到0.6天……绿色转型带来
的生态改善，载入内蒙古史册！

十年来，置身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
我区“天赋河套”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
产量增至近千万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内蒙古闪耀出真理光芒！

十年来，全区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至34108元，位居全国第十位，收
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推动高质量
发展，内蒙古奏出“发展为了人民”的时
代强音！

十年来，全区单位 GDP 用能下降
4.1%、用水下降40.7%，绿色园区、绿色
工厂遍布12盟市诸多行业……发展绿
含量的提升，彰显内蒙古放眼未来的远
大抱负！

……
十年拼搏闪闪发光，十年收获来之

不易。走过拼搏的沟沟坎坎，历经疫情
的风风雨雨，内蒙古更加懂得绿色转型
的深远意义——

“为全区2400多万人民利益着想，
为子孙后代攒下更多家底。”

回首十年，面向未来，历史已然证明，
实践还将证明：坚定信心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内蒙古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光明的前景！

（题图：包钢集团稀土钢板材厂。）

一 条 新 路 子 前 景 光 明一 条 新 路 子 前 景 光 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展综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杨帆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章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9月10日，中秋假期第
一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王莉霞不打招呼，到自治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暗访并抽查全区节假日
值班值守工作，强调要在岗履责，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莉霞来到口岸城市工作专班，检
查值班值守情况，并连线包头市口岸城
市专班一级监控中心、策克口岸二级监
控中心、二连浩特市铁路和公路二级口

岸监控中心，视频检查值班带班和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她叮嘱工作人员要把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严把外防输入关口，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口岸通关保畅，严格入境口岸闭
环管理，坚决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随后，王莉霞来到综合协调组、医
疗防控组，亲切慰问值班值守人员，询
问工作流程，了解相关情况。她嘱咐工
作人员时刻不能放松，要优化流程、补
齐漏洞，提升应急响应效率，快速处置
突发情况。

王莉霞还向全区所有值班值守人
员送上了节日祝福。

王莉霞暗访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工作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章奎）
9月 9日下午，在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随即主持召开全
区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对全区疫情防
控和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疫情处置工作
进行再调度、再部署。

王莉霞说，党中央、国务院对疫情
防控工作作了新部署、新要求，全区各
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

握，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履行属地和行业责任，把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王莉霞强调，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一
定要全力以赴做好处置工作，想方设法
遏增量、减存量、防变量，尽快斩断疫情
传播链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歼灭战。

自治区副主席包献华在赤峰出席
会议。

王 莉 霞 调 度 疫 情 处 置 工 作

本报9月 10日讯 （记者 李永
桃）日前，自治区政府印发《自治区投资
负面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以下简
称《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决策部署
的重要措施，是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稳
投资工作迈上新台阶、进而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实
施《负面清单》对促进资源节约集约高
效利用和稳投资的重要意义，坚决杜绝
建设“面子工程”，避免要素无法保障的
项目仓促上马，防止出现“半拉子”工
程，严格管控低效、无效投资，不该上的
项目一律不建，该上的项目全力支持；
要按照“轻重缓急”，把有限的资金优先
用于适度超前谋划布局基础设施上，重

点用于群众急切期盼的民生领域上；要
把有限资源用于撬动作用大、引导带动
效果明显的重大项目上。通过实施《负
面清单》，推动资源从低质低效领域流
动到高质高效领域，实现重大项目建设
和稳投资持续、健康、良性循环发展。
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地区执行
《负面清单》情况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
明察暗访，对违反《负面清单》的典型案
例予以通报，性质严重的依纪依规予以
约谈。

通知从三个方面对21类不符合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项目下叫停令。

从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投资政策
方面：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明
令禁止的，禁止投资；国家政策要求
列入但未列入相关规划的项目，禁止
投资（国家政策调整另有要求的除
外）； ■下转第3版

内蒙古对21类项目下叫停令

□北方新报记者 郝儒冰

中秋节前夕，当地“90后”养殖大
户邱怡凡家，喜事连连。

9月8日，邱怡凡新建的养殖场正
式通电，场内带货直播间马上可以投入
使用，镇上旧房改民宿工程也打好了地
基。

在这一天，养殖场还成功诞下一只
良种小牛犊。

这座养殖场占地89亩，位于巴润
别立镇沙日霍德嘎查，现有1200多只
滩羊和100多头西门塔尔牛，分布在不
同的专业化圈舍中。场内车道宽敞，为
牛羊肉冷链物流车的进出提供便利。

上午11时，邱怡凡正在羊舍中挥
锹抡镐，虽是女孩，干起活儿一点也不
含糊，她的丈夫刘振兴也开着小货车忙
碌穿梭，二人在劳动中喜迎佳节。

“我俩在中秋节相识，在中秋节订
婚，中秋节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
的日子，年年都会做一桌好菜庆祝一

下，唯独今年，实在是太忙了，”邱怡凡
告诉记者，2022年的中秋节少了点“仪
式感”，但齐心协力的干劲、蒸蒸日上的
生活，同样让夫妻俩在这个时间节点感
到情谊愈浓。

邱怡凡夫妻年纪相仿，上大学时在
武汉相识相恋，毕业后天各一方，一个
回了家乡巴润别立镇，一个去了新疆和
田，两人谈起了相距3100公里的异地
恋，见一面需要开车两天一夜。

2017年中秋订婚后，两人开始朝着
“月圆人更圆”的方向，进行双向奔赴，终
于在2018年成婚，河南女婿跟着内蒙古
媳妇回到家乡，成立阿左旗豆豆农畜专
业合作社，实现了一年365天的团圆。

“我家是镇上开车行的，家人并不
会养殖，一切从头开始学，”邱怡凡从
400多只羊起步，发挥大学生的知识储
备和学习技能，不仅购买专业书籍学
习，还请了专家指导，在实践中“摸着石
头过河”，渐渐掌握了门道后，又添置了
100多头牛，合作社一派欣欣向荣。

■下转第3版

邱怡凡的中秋喜事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中秋临近，希伯花镇的锦绣海棠果
丰收了！

9月8日，通辽市科左中旗希伯花
镇万亩锦绣海棠核心示范区里，红彤彤
的果实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挂满
枝头，在阳光的照射下色泽鲜亮，浓郁
的果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

“我种了60多亩锦绣海棠，预计今
年能收获3万斤以上。我们的锦绣海
棠果皮薄红润，酸甜适中，在市场上非
常受欢迎，不愁卖。前两天，还有从黑
龙江来的客户和我对接呢！”种植大户
任范利一边和工人一起装车，一边开心
地和记者说着今年的好行情。

任范利说：“以前家里主要种植玉
米，一年也就收入几万元。现在这60
亩锦绣海棠的收入，相当于我以前种
300亩玉米。”

希伯花镇有耕地面积23万亩，林
地面积32.7万亩，是全旗唯一一个林地

面积超过耕地面积的乡镇。希伯花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包塔娜向记者介绍，
这里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以前基本都
是栽植杨树，没有经济效益，防风固沙
的效果并不突出，而且树木的成活率很
低。村民们也都大多从事传统的种养
殖业，收入单一。为了改变这一情况，
镇党委积极探索，选择了适合当地土
壤、气候等诸多条件，同时具有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锦绣海棠等树种进行
推广。为了消除村民们对于发展生态
经济林投入大的顾虑，镇上充分发挥党
员带动作用，由5户党员户带头尝试栽
植，并逐步组织党员群众组建30人的
乡土果树专业技术服务队，为果农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

包塔娜说：“经过几年努力，镇上以
锦绣海棠为主的果树经济林已经达到
4.5万亩，覆盖全镇 28个嘎查村 1058
户，其中锦绣海棠面积3000亩以上的
超过10个，群众的收入明显提升，我们
的海棠果都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 ■下转第3版

锦绣海棠果熟了

□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李云平 王靖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自
治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热切期
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鲜红的党旗、牧民的笑声……近日，
在乌拉特草原深处的一顶蒙古包里，气
氛温馨而热烈，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
嘎查党支部正在开展“喜迎二十大 永远

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和牧民们围
坐在一起，畅谈今年的飞播造林成果，部
署秋冬季的草原保护工作。

“喜迎二十大，关键在行动。这几年，
嘎查每年恢复草场两三万亩；保护草原生
态，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蒙古族牧民孟克
毕力格说，“黄沙变绿是汗水换来的，作为
一名党员，我会继续守好这片草原。”

从茫茫林海到辽阔草原，从山峦碧
波到戈壁荒漠，横跨“三北”的内蒙古生

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了“沙进人退”向
“绿进沙退”的重大历史转变，全区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5%，比2012年提高
5个百分点。

“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巩
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把祖国北疆这道风
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习近平总书记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始终激励着内蒙古各
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 ■下转第3版

热切期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草原各族儿女昂扬奋进，为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

内蒙古：奋力建设北疆亮丽风景线

“五个大起底”在行动

于秀娟在全区教研工作研讨会上发言。

学先进 勇担当

十年印记十年印记
①①我区建成全国最大我区建成全国最大的煤电的煤电、、煤化工基地煤化工基地。。

②②全区新能源装机占电力装机比重超过全区新能源装机占电力装机比重超过11//33。。
③③全国近四成高铁用上了包头稀土钢轨全国近四成高铁用上了包头稀土钢轨。。

④④全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产量增至近千万吨全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产量增至近千万吨。。

⑤⑤全区单位全区单位GDPGDP用能下降用能下降44..11%%、、用水下降用水下降4040..77%%。。

⑥⑥全区草原植被盖度全区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实现森林覆盖率实现““双提高双提高””。。
⑦⑦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减少双减少””。。

⑧⑧全区沙尘暴天数由每年全区沙尘暴天数由每年44..99天减少到天减少到00..66天天。。
⑨⑨全区人均全区人均GDPGDP从从44..22万元增加到万元增加到88..55万元万元。。

⑩⑩全区居民人均可支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配收入从1680016800元增加到元增加到3410834108元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领
航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守望相助，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快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
个桥头堡”，在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伟大实践中迈出坚实步伐。

今日起，本报开设“领航中国·内蒙古篇”专栏，集中展示各行业各领域、各地
区各部门践行新思想、开创新局面的生动实践，展示群众身边可知可感的新变
化、实实在在的新收获。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十年，对内蒙古而言意义非凡！
非凡十年，蕴含使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发展成效催人奋进——内蒙古建成全国最大的煤电、煤化工基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
产量增至近千万吨，新能源发电量居全国首位；广袤草原“带薪休假”，兴安林海“挂斧停锯”，全区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实现“双
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减少”；氢能重型卡车开始投入使用，包钢稀土高铁钢轨走出内蒙古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济建设，伊利闯入“全球乳业五强”阵营，乌海市可降解塑料绿色产业基地呼之欲出……

十年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和疫情反复等重大考验，内蒙古奋起推动绿色转型，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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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包容，我执教32年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
是这3个词。”初秋，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的
办公楼见到于秀娟的时候，她正在组织中心的环节干部开会
研究新课标落地的相关工作。精神干练、张弛有度的言行让
人感受到她几十载在讲台上练就的翩翩风采。

2022年4月，于秀娟从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调任呼和浩
特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一职，虽然转换了跑道，但
她忙碌的身影仍在为教育事业奔波，初心不改。用她自己的
话说，“爱职业，有情怀。不论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一上讲
堂肯定是斗志昂扬的状态。”

1990年，于秀娟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呼和浩特
市第一中学任教。作为一名新教师，于秀娟带着不能让学
生、家长失望，让学校放心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身兼班主任和3到4个班的化学课任课老师，于秀娟一步一
个脚印地和学生共同成长。多年后，于秀娟的一位学生成为了内蒙古大学的老
师，在偶遇于秀娟的时候说：“于老师，我就想成为您一样的老师。”能够让学生喜
欢上化学，觉得学化学没那么难，于秀娟认为这就是最高的褒奖。

在谈到科目老师和班主任的角色把握上，于秀娟说，“我是一位严谨的化学老
师，但我从来不用化学课堂解决学生的管理问题，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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