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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铁腕”
治理腾格里晾晒池成效显著
从阿拉善盟府巴彦浩特镇出发，行车 2 “现在政府特别重视企业的环保，还经常征
求我们农牧民意见！”
个多小时来到腾格里工业园区，看到 4个晾
晒池由南向北依次排开，1、2、3号晾晒池的
在对晾晒池废水底泥治理的同时，近 5
废水、底泥早已处理干净；原先未启用的 4 年来，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自治区
号晾晒池也改为固化物填埋场，顶面铺上的
环保厅关于腾格里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要求，对旧区
草方格已长出茂密的绿草。记者在现场没
12家企业厂区进行了拆迁和地貌恢复工
有闻到异味。
“按照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以及国家
作，累计扎草方格 31万平方米，拉围栏 1.
1
环保部、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我们于 2014 万米，还投资 2000万元实施了绿化造林工
程，共种植梭梭、红柳等树种 20多万株，绿
年迅速开展整治工作，当年就治理完成，并
化面积达 1700亩；相继维修改造了污水处
于 2014年 11月份通过内蒙古环保厅专家组
竣工验收。”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成了固废填埋场，
实现了园区集中供热（汽）及中水回收利用，
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周怀军说。
据周怀军介绍，这 4个晾晒池于 2009 园区环保配套设施日臻完善。2014年以
年到 2012年建成，每座晾晒池长 280米、宽
来，该开发区企业累计投入 3亿多元升级改
165米，建成时允许接纳园区高盐清净水， 造了企业环保设施，
实现了稳定达标排放。
但在使用过程中部分企业的生产污水未经
走进该开发区内蒙古新亚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身穿统一制服的工
处理直接排入园区 1、2、3号晾晒池，4号池
人来往穿梭，呈现一派火热生产的场景。
“近
未投入使用。2014年 7月，开发区开始实
施晾晒池废水底泥处置工程。在废水底泥
年来，我们公司坚持把
‘绿色环保’放到第一
位，作为公司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强有力
处置过程中，2014年 9月 6日，新京报以《腾
支撑，目前环保设施投资达到整个企业投资
格里沙漠之殇：化工排污使腹地“绿色”变
黑》为题，对这 4个晾晒池排污问题进行了
的 40%。”该公司负责人薛士发说，公司主
报道。
要产品为介酸、吐氏酸、磺化吐氏酸、直接耐
媒体曝光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
晒黑 G等染料及中间体，年产量 1.
6万吨，
示，按照中央重要批示精神，国家环保部、环
以“绿色环保”为基础，相继建设了日处理
400吨中间体废水自动化处理系统、日处理
保部西北督查中心先后深入腾格里工业园区
督查指导环境整治工作，自治区领导多次听
480吨染料废水自动化处理系统，既解决了
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回收了废
取园区环境整治工作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 废水处理问题，
要求将整改任务尽快落实到位。
水中的硫酸钠和氯化钠用于生产和销售，预
“要从快从严整治，给中央、自治区和当
计今年公司产值可达4.
8亿元、
利税8千万元。
地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阿拉善盟委、行
《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开 荣松如 刘宏章
署快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领导的重要批
《阿拉善日报》 记者 魏义民
示精神，制定了《腾格里工业园区进一步强
化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方案》和 6个配套子
记者手记
方案，细化了措施，明确了责任和整改时限，
并先后召开盟委委员会、行署常务会议、专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
项督查工作会议和全盟领导干部大会，深入
出：
“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细致地研究部署环境整治工作。
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从保证治理工程质量考量，阿盟聘请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保部、中国环科院、清华大学、自治区环保厅
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等 9名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科学论证，确定
境”。守住生态底线、推进绿色发展、打造绿
将未用的 4号晾晒池作为固化物应急处置
色产业，已成为推动阿拉善盟新时代发展的
池，并经过反复试验，确定对晾晒池废水、底
有力抓手。
泥处理采用生石灰将强酸性废水中和至中
近年来，阿拉善盟在治理腾格里经济技
性，采取与粉煤灰、水泥混合固化的方式进
行处理。在工程、环境监理的全程监督下， 术开发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坚持绿色发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全力整治环境突
严格按设计要求，在 4号池的上下层分别铺
出问题。2
0
1
7年，该盟采取“铁腕”措施，对
设了黏土防渗基层、膨润土垫、HDPE膜、土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
6
2家小洗煤厂全部拆
工布、排水网、砂石导水层、中粗砂保护层等
除，
完成矿区渣台治理
1
0
0
0万平方米、绿化
共 8层防渗防腐结构层，然后将 1号、2号、3
8
0
0
万平方米；
并对胡杨林自然保护区核心
号晾晒池的污泥固化后，通过机械车辆转运
至 4号晾晒池，
共转运固化物 9.
86万立方米， 区内的耕地全部实施了退耕。通过环境整
治，使该盟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得以显著改
并在 4号池封顶土层上扎防风固沙草格网
善。与此同时，该盟围绕“把阿拉善建设成
5.
3万平方米。
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示范区”的生态功能
“按照加密布控观测的要求，我们在晾
定位，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保护优先”的
晒池周边原有 5眼观测井的基础上又新增
林业发展方针，采取“以灌为主、灌乔草相结
了 11眼观测井，定期进行水样送检，实现了
合，以封为主、封飞造相结合”的林业治沙技
地下水常态化监测。目前，通过对 16眼观
术措施，形成了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工
测井的挥发酚和硫酸盐、汞、砷等 32项因子
造林“三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格局。通过多
进行监测，地下水本体呈略碱性，水质总体
上接近地下水质量Ⅲ级标准。”周怀军说。 年的生态文明建设，阿拉善森林覆盖率和草
原植被盖度实现了双提升。
记者随意打开一眼观测井，也没有闻道到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阿拉善
工物的气味。据介绍，该开发区环境整治结
盟生态的持续好转，
该盟向大漠要效益，积
束后还主动邀请新京报记者进行了回访报
极构筑苍天圣地
“大旅游”
格局，积极培育发
道，接受媒体监督。
展以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黑果枸杞、文
“过去有风时，顺风能闻到化工气味，自
冠果等为主的特色沙产业……一系列绿色
从治理后，这几年再也没有闻到。”家距离晾
晒池最近的牧民傲云巴图笑着对记者说。 发展产业正在阿拉善大漠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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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贫困地区精准脱贫
的
“精神短板”
“虽然我家现在不富裕，可我们还有双手，身体都健康，
我们不能总当建档立卡贫困户。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现在惠民政策多，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
日子！让更需要的困难户去当建档立卡贫困户吧。”连日来，
扎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那金嘎查村民包百顺不争当贫困户
的事儿传开后，
在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两年，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每年开春时给我们请来技
术员，手把手教我们地膜种植技术和化肥使用方法。地膜覆
盖抗旱保温除草，每亩粮食产量提高 400至 500斤，品质也更
好了，去年我家地里收入了 4万多元。”包百顺说，我不甘心一
辈子贫困，
不愿意戴贫困帽，
想凭自己的劳动改善生话。
不争当贫困户、不争戴贫困帽；因懒致贫可耻、勤劳致富
光荣；不等不靠不要靠双手；穷不怕、难不怕，等靠要懒最可
怕；脱贫致富、同步小康……眼下，在兴安盟越来越多的干部
和群众发现，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变了！而这一转变源自兴安
盟实施的新时代新型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在脱贫攻坚中，有很多贫困户在政府的扶持下甩开膀
子，撸起袖子，干出了样子，过上了好日子。但是也不乏“蹲
在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现象。兴安盟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
大部署，按照“旗县主体、整村推进、整合资源、精准施策”模
式，在全盟范围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型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补齐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精神短板”，进一步凝聚农牧民群众
精气神、激发内生动力、提升精神风貌，引导农牧民勤俭持
家、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开拓进取、创业创新，全面激发群众
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新时代新型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的实施，犹如火苗点燃
了贫困群众思变求富的希望，
他们积极寻找脱贫的路子，
千方
百计拓宽增收渠道，
在辛勤劳动中增加了收入，
努力让日子越
来越好。
这几天，高力板镇金祥嘎查贫困户陈敖敦格日乐家的母
猪下了 10几只幼崽，看着满院跑的仔猪，老太太心里乐开了
花。去年，陈敖敦格日乐老人买了 2只仔猪饲养，年底卖了
2500元，尝到甜头的她又用这笔钱买了 4口仔猪和 1口母
猪，饲养几个月后母猪产下 10几只仔猪。当初利用产业扶贫
资金买的“扶贫”母牛也在她的精心饲养下膘肥体壮，即将产
犊。之前靠低保度日的老人退出了低保，自力更生甩掉了
“穷帽子”，
得到了乡亲们由衷地赞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即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
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
干劲儿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兴安盟委委员、宣
传部部长呼和说，扶志就是要把贫困户自己主动脱贫之志气
扶起来，把内因激起来，脱贫的腰杆就会硬起来，脱贫的办法
就会多起来。
“这样的培训就是好，缝纫技术学会了，可以利用农闲时
节去企业打工赚钱，还可以在唐人家居领缝纫活儿回家做，
企业按计件回收，坐在家里就能赚钱。”参加突泉县妇联组织
的唐人家居举办的培训班结束后，突泉镇双山村广大妇女激
动不已地说出了心里话。
“去年以来，突泉县妇联抓住农闲时间，面向贫困妇女相
继开展烹饪技能、种植养殖、家政服务、农村电商、手工编织
等技能培训，帮助她们掌握一技之长，增强脱贫致富本领和
自我发展能力。”突泉县妇联主席张艳玲说，去年以来，共培
训妇女 800余人，安置就业 200余人。
“来听课的人总是比预先通知的要多出一倍，门口挤满
了人，通过开设王府刺绣培训班对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和刺绣
爱好者进行集中技术指导，培养更多懂政策、有技能、会经营
的王府刺绣致富带头人。”4月 9日，科右中旗王府刺绣扶贫
计划的发起人、科右中旗人大主任白晶莹说，目前已开设培
训班 32期，培训农牧民 5760人，遍布全旗 12个苏木镇，带动
了 2万多名妇女参与到刺绣产业中来，形成了 12个产业村，
2895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通过刺绣，
每人每年增收2000元，
在
今年组织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
还表彰了百名建档立卡
刺绣女能手，
鼓励她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激发她们改变
贫困面貌的干劲儿和决心。
《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