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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
“国际茶日”万里茶道系列活动开启

茶，让我们在一起

据新华社消息 淡中有味茶偏
好，清茗一杯情更真。5月 21日，以
“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茶，让我
们在一起”为主题的首个“ 国际茶
日”万里茶道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华
古茶博物馆开启。
另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当天还在湖北宜昌、云南普洱、山
西祁县、内蒙古多伦、澳大利亚墨尔
本等地设立了分会场。
该系列活动由中国民间组织国
际交流促进会指导，中华文化促进
会、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中国食
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共同发起，获得
了中国茶叶学会、国际茶叶委员会、
欧洲茶叶委员会、东盟茶叶协会、蒙
古国驻华使馆、尼泊尔驻华使馆、摩
洛哥驻华使馆等 50余个相关组织和

机构，以及莫斯科、墨尔本、普洱、祁
县、多伦等国内外 30多个城市的支
持和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政府间
茶叶工作组对本次活动表示祝贺，
并对主办方在国家、地区间促进茶
产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积极
评价。
2019年 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
将 每 年 5月 21日 确 定 为“ 国 际 茶
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联合国大会在有关决议中指
出，茶叶生产和加工是发展中国家
数百万家庭的主要生计来源，也是
若干最不发达国家数百万贫困家庭
的主要谋生手段，其有助于应对饥
饿、减少极端贫困、增强妇女权能、
◆选手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拉茶比赛，拉茶是马来西亚人的日常饮品
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新华社发

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云端”演绎浪漫
芳菲五月，春意盎然。5月 23
日 9:00，一场特殊的云端婚礼秀
“余生是你 星芒万丈”将在呼和浩
特香格里拉大酒店浪漫上演。酒
店联手唯诗专业策划公司推出线
上婚礼课堂，通过直播的形式教新
人化新娘妆、在线试穿西式礼服以
及观看实景婚礼现场搭建、户外花
园仪式等。淘宝(
杨宝迪)
、抖音(
小
香爱生活)
、微博(
杨宝迪)
三大平台
同步直播，犹如亲临现场，体验五
星级婚礼定制服务。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此次
活动是该酒店第一次采用线上直
播的方式举办婚礼秀，据悉这也是
呼和浩特市首个云端婚礼秀。秉
承香格里拉“令客人喜出望外”的
服务宗旨，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
店联手青城业界高品质的合作伙
伴，创意打造了这场意义特殊的活
动，并同时推出一站式婚礼定制服
务及各种优惠套餐，为准新人缔造
一生难忘的经典回忆。
此次云端婚礼秀的场地展示

选择在酒店的户外花园，开放空
间、合适的社交距离，可以减少聚
集和人员接触，绿树、草地、淙淙流
水，鲜花、白纱、天偶佳人，满目浪
漫元素在户外婚礼的现场随处可
见，击中所有人的少女心。通过婚
宴专员实时对接、组建新人与酒店
及时互通的社交媒体社群、KOL
直播、专业主厨大使助阵等方式，
在线向新人们介绍酒店场地及各
种举办唯美婚礼的干货攻略，并推
出各种婚宴优惠套餐。

光大信用卡“天使专区”
好用吗？1万名抗疫天使给出答案
4月 18日，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
心
“阳光惠生活”
APP内的
“天使专
区”
板块，
服务人数突破 1万人。从
2月份至今，在广大医务人员火线
冲锋、日夜战疫的日子里，
“天使专
区”
为 1万名抗疫天使保驾护航，
从
网购、外卖、出行、返现等各方面为
医务客户提供生活便利。
“天使专区”
是什么？
“天使专区”是光大 er为广大
医务工作者提供的专属产品，旨在
用精准服务感恩医务人员英勇抗
疫的辛苦付出。
“天使专区”2月 27
日上线，主打服务于战疫一线医务
人员的生活消费，设置了多个功
能，包括暖心速递、安心出行、一站

出行、返现加磅等，内设医护服务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星光正在聚
专项活动京东网购优惠、
“饿了么” 集，汇聚成光大 er关爱医务人员
外卖无接触送餐、交易返现、
“1元
的璀璨星河。
购”出行会员礼包等。
战疫终会画上句点，生活终将
“天使专区”上线以后，医务人
回归日常。光大信用卡关爱医务
员反响如何？
人员的举动不会停歇，活动期间
“天使专区”实行申请审核制， “天使专区”将继续竭诚陪伴医务
获得参与资格的客户中，来自重疫
人员左右。
地区的湖北省客户最多，截至 4月
“你守护世界，光大守护你！”
13日达 8117人次；其它地区的客
这 是 光 大 er对 医 务 客 户 的“ 懂
户辐射到北京、福建、广东、内蒙古
得”。因为这份“懂得”，光大信用
等全国 20余个省市自治区。
卡让“天使专区”第一时间上线，以
从 2月 27日到 4月 13日，一
直击需求的衣食住行服务为一线
万名光大信用卡医务客户享用“天
医务人员分忧；因为这份“懂得”，
使专区”服务，犹如一万名抗疫天
光大信用卡将一如既往，继续用贴
使手捧星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心的服务守护医务人员。

◆简讯
打造
“一体化”联动机制
“微警务”
精准高效解民忧

包头市交管支队九原区大队以
“微警务”1+X+N模式服务框架为基
础，建立交管、执法局、高路公司、路
政、职教园区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对辖
区内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较为
突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治理。各单位及
时掌握信息动态，实现单位之间、上下
级之间、成员之间的有效联动，道路交
通环境监管的频次、执法管理效率明
显提高。
开展“微警务”1+X+N实践以来，
共清理整治烧烤、蔬菜水果违法占道
经营摊点 52件，清理“僵尸车”36辆，
违法停车 47辆，查处大货车 8辆，货车
超载 8起，处置率 100%。
郝铖杰

建设银行鄂尔多斯分行主动对接推进定点扶贫工作

晨报官方微信

晨报官方微博

本报讯 中国建设银行鄂尔多
斯分行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发挥自
身优势，在各旗区扎实推进定点扶
贫工作，截至目前，7个定点扶贫村
均已整村脱贫，定点扶贫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建行鄂尔多斯分行帮扶的海
勒素村，通过向上级行申请捐赠款
3.
5万元，组织员工爱心捐赠 3.
8万
元，为扶贫村购置了一台装载机和
一台三轮车，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伊金霍洛旗支行帮扶的乌磴柴达
木村，通过向上级行申请捐赠款 5
万元，建成沙柳加工基地，以村集
体劳务公司为主，形成“支部+劳务
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
东胜煤田支行帮扶的石灰音
苏莫嘎查，通过向上级行申请捐赠
款 4万元，共计为扶贫户购买羔羊、

牛犊，贫困户由最初的零养殖发展
至现有的 35只成羊、12只羔羊、2
头成牛、2头幼牛，已初具养殖规
模，收入稳定；达拉特旗支行帮扶
的公乌素村，通过向上级行申请捐
赠款 2万元，员工自筹 1.
01万元，帮
助扶贫村新建肉羊养殖项目，壮大
村集体经济。
鄂托克旗支行帮扶的乌兰哈
达村，通过向上级行申请捐赠款 5.
9
万元，给贫困户盖了羊棚，购置了
50只基础母羊，发展壮大了扶贫户
养殖业。乌审旗支行帮扶的呼和
淖尔嘎查，通过向上级行申请捐赠
款 5.
6万元。
张雅然

关于出售酒店用品的公告
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现转让库存酒店用
品及办公设备，包括：
餐饮用具（各类盘、碟、杯、刀叉等）；客房用
品（床单、被罩、各类毛巾、洗漱用品等）；酒店维
保材料及维保设备；办公设备（旧）
（台式电脑、客
房空调、打印机等）。
具体数量、品质请来人查看。
存货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鼓楼南街三中南侧。
联系电话：
0471-6213272
（上班时间拨打）。
联 系 人：贺先生
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
2020年 5月 20日

鄂尔多斯市嘉远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鄂尔多斯市嘉远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已初
步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
求意见，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嘉远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拟选址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木凯淖尔镇伊克乌素村，新建生猪育肥基地，分
为一期和二期。一期建 1100头育肥猪舍 8栋，
年出栏育肥猪 17600头，二期与一期相同，则本
项目共建 1100头育肥猪舍 16栋，年出栏育肥
猪 35200头。建设内容包括 1100头育肥猪舍
16栋、生活区（包含宿舍办公、配电室、药房、餐
厅锅炉房等）、饲料库、氧化塘、化粪池、种植区、
水电暖安装配套、给排水、采暖、打机电井等附
属设施。项目总用地面积 218138.
9m2，总投资
7624万元。
二、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方式和期限
1、查阅方式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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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ml
2、查阅期限

本公告公布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边企业和居民。
2、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
和建议，并简要说明原因。即日起以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公司咨询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
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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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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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鄂尔多斯市嘉远生态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德
日苏嘎查
联系人：王凯；联系电话：13904777956；邮
箱地址：810617954@qq.
com
评价单位：鄂尔多斯市嘉鑫环保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15661103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