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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牧业的增收“密码”

“牛羊跟着水草走，牧人跟着牛羊
百余头牛平日里只需他一个人打理。
育管理、生产性能和疫病防控等数据， 体化生产规划管理，实现农牧业生产全
走。”这曾是传统畜牧业生产的真实写
“有了恒温饮水槽，牛羊冬天也能
对每头牛进行从出生开始的信息跟踪， 链条数据采集、分析、应用和信息追溯
照。但对于新牧民斯钦孟和来说，2小
喝上恒温水，我们的放牧更‘智慧’了。 随着犊牛生长逐步添加信息，形成完整
等，提高农牧业智能化、现代化水平。
现在劳动量少，闲暇的时间多，可以干
真实档案，实现肉牛养殖信息的全程追
同时，吸纳乡村振兴、农牧业、林草、水
时
“弹性工作制”
才是他的生活常态。
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但斯钦孟和
溯。同时，平台搭建了防疫免疫、育种
利、社会治理等多部门、多行业的数据
支撑着斯钦孟和惬意生活的是巴
林右旗大板镇阿日班格日嘎查智慧牧 “闲暇”也离不开牧场，这几天他正忙着
改良、供应链管理等多个模块，方便养
管理入驻，实现部门间、行业间数据共
设计牛圈和储草棚结构，还构思如何改
殖企业、养殖户上传、查询养殖信息，寻
享交换与信息对接，推进形成全旗数据
业养殖基地的智慧牧场。
铲车、搅拌机、引水控制系统、牛犊
造户外青贮窖。
“未来，我应该还是会继
求牲畜养殖、医疗、买卖信息，实现网上
资源共享机制。
自助养殖、自主交易。
“我们更长远的目标是推动全旗
室……这些牧业所需的机械设备在这
续追求品种改良吧，因为好的品种效益
座牧场内属于“常规军”，在它们的帮助
的确很可观。”斯钦孟和对未来的规划
大数据平台将养殖场的目标管理、 ‘互联网+’平台建设，实现旗域内各行
下，牧场内的工作轻松了许多。
“给牲畜
还有很多。
过程管理、经营管理有机结合在一起， 业海量数据存储、运算、应用的高度融
“智慧牧场”作为一个崭新的词汇， 实现了精准饲养，既减少资源浪费，又
合，加快推动全旗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
备草备料、喂草喂料的工作量特别大，
以往需要好几个人，现在一个人就能轻
已成为越来越多牧民群众的共识，牧民
能让养殖户提高养殖效益和效率，让越
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
松完成。”斯钦孟和一边操作机械一边
群众也依靠智慧牧场的建设，迎来了一
来越多的农民尝到数字化、智能化的甜
造‘互联网+’政务服务、
‘ 互联网+’民
说。
场生产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巴林右
头。
生服务、
‘ 互联网+’电子商务、
‘ 互联
巴林右旗与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网+’产业服务等行业发展模式。”巴林
从小生活在牧区的斯钦孟和回忆
旗通过建设智慧牧场打造全旗畜牧业
起幼年的牧场生活，最深刻的印象是
新样板，今年计划在大板镇阿日班格日 “牵手”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右旗副旗长、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
“累”。过去家里养牛，他和家人夏天每
嘎查哈鲁小组、查干沐沦苏木毛敦敦达
县，除了打造智慧牧场、入驻肉牛产业
员杨燕燕说。
天早上 4点半就要起床干活，晚上将近
嘎查毛敦敦达牧场、赤峰市龙腾农牧业
大数据平台这两个“大招”，还联合建设
智慧牧业赋能乡村振兴。巴林右
发展有限公司陆续打造 3个智慧牧场。
巴林右旗农牧业现代化科技创新与服
旗以“示范引领、规模推广”模式打造智
7点才可以休息。冬天虽然可以晚一
务中心。
慧牧区，推动农牧业向高程度联结、高
点，但 5点半也得起床了。
产业发展，科技先行。巴林右旗还
“以前太累了，真得起早贪黑。”在
入驻赤峰肉牛产业大数据平台，让全旗
据了解，该中心占地 280㎡，建成
科技装备、高水平经营、高效益产出方
肉牛养殖户实现数字化产业信息管
后可以实现对全旗农牧业生产各环节
向转型。
斯钦孟和看来，现代化牧场对于牧民的
意义不言而喻，
“省人工，效益好。”如今
理。平台通过采集、上传系谱档案、繁
的数字化升级。协调“种、养、产、销”一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

上半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
同比增长 150%

高新技术产业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 3日，工人在秦皇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一家汽车配件企业的生产车间
工作。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坚持创新驱动，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助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效果。据介绍，该
区今年 1至 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
1%，创历史最高水平。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分户产权证办理通知
尊敬的各位中海 铂悦府业主：
您好！我公司已经在呼和浩特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中海 铂悦府初
始登记，现该项目已具备办理分户产
权的条件。请各位按揭业主及已委托
我公司办理分户产权的业主见到此通
知后，及时到我公司产权办公室提供
相关资料，我公司予以统一办理；其他
未委托我公司办理的业主，由业主自
行办理分户产权，需由我公司提供相
关材料的，我公司一并予以提供。我
司产权办公室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丰州路中海紫御东郡 3号楼一层产
权 办 公 室 ，电 话 ：0471-6312757，工
作 时 间 ：周 一 至 周 五 9:
00-12:
00
13:
30-18:00
（周六日，法定节假日休
息）

根据疫情防控需求，减少人员大
量聚集，同时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办
证体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聚集等
待时间，我们将分批次通知大家前来
递交办证资料，分批办理时间安排如
下：
2022年 8月 10日-2022年 9月
15日：1号楼、2号楼、3号楼、5号楼、6
号楼
2022年 9月 16日 -2022年 10
月 25日：
7号楼、8号楼
2022年 10月 26日 -2022年 11
月 30日：9号楼、10号楼、11号楼、12
号楼
特此通知
呼和浩特市中海宏洋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4日

新 华 社 北 京 8月 4日 电（记 者
张 辛 欣）记 者 近 日 从 工 信 部 获 悉 ，
2022年上半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引领和下游旺盛需求带动下，我
国锂离子电池产业主要指标实现高
速增长。根据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
息和行业协会测算，上半年全国锂
离子电池产量超过 280GWh，同比
增长 150%，全行业收入突破 4800
亿元。
在锂离子电池环节，上半年储能
电池产量达到 32GWh，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装车量约 110GWh。锂离
子电池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75%。在
一阶材料环节，上半年正极材料、负
极材料、隔膜、电解液产量同比增长

均超过 55%。在二阶材料环节，上
半年碳酸锂、氢氧化锂产量分别达
15万 吨、10.
2万 吨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4%、25%。
需求带动了创业创新的活跃。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锂
离子电池相关企业 3.
9万余家，其中，
2022年 1至 7月新增注册企业 428
家。
锂离子电池产业主要指标的增
长，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紧密
相关。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平稳快
速发展。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266.
1万辆和 260万辆，同比
均增长 1.
2倍。

“内蒙古惠民保”缴费已开通医保个账划扣!
医保个账轻松付！
为了让更多市民买得起、用得到
这份惠民保障，
“内蒙古惠民保”宣布
了一大重磅升级！正式开通医保个
账缴费功能!
医保个账轻松付
一人缴费保全家
内蒙古全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可使用个人医保账户余额直接缴纳
保费，还可以用自己的个账余额为父
母、子女、配偶投保。
参保指南
1、参保条件：内蒙古自治区及所
辖各盟市的基本医保(
职工医保、居
民医保)
参保人且未在保状态均可购
买，
不限医保种类。
2、参保时间：仅限 2022年 6月
10日 0时至 2022年 8月 9日 24时
3、参保价格：60周岁以下 86元/

人、60周岁(
含)
以上 106元/
人、家庭
及团体(
三人及以上)
86元/
人，保障
期 为 1年 (
2022年 8月 10日 0时 生
效，保障至 2023年 8月 9日 24时)
，
最多 300万保障。
4、保障期：1年(
2022年 8月 10
日 0时 生 效 ，保 障 至 2023年 8月 9
日 24时)
。
5、客服热线：400-6110-918
参保方式：
扫描下方参保入口二维码，直接
进入投保页面，填写信息后参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