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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边疆

绿野
“绿电”赋能 陆海通道助力
新华社记者 王铭禹 魏婧宇
甘肃、内蒙古两省区位于祖国
北疆，幅员辽阔，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屏障区和能源、工业基地。党的
十八大以来，两地抢抓发展机遇，
注重生态保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和新旧动能转化，高质量发展势头
强劲，为“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了
坚实基础。

内蒙古200多家社会组织
助力乡村振兴

以绿色
“织”
牢生态屏障
初夏，
祁连山风景如画，
一片新绿。
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遭遇过度
开发，局部生态受破坏严重。
“ 猛药
去疴”——近年来，甘肃深刻汲取祁
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教训，全面
完成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综
合治理任务，积极配合推进祁连山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2017年以来，甘肃省落实祁连
山地区中央和省级各类生态保护资
金 195亿元，支持祁连山生态环境
治理。保护区内 144宗矿业权全部
分类退出，42座水电站全部分类处
置，25个旅游设施项目全面完成整
改，核心区农牧民全部搬迁。受损
的生态系统得以休养生息，雪豹、藏
野驴、白唇鹿等多年难觅踪迹的珍
稀物种频繁现身，祁连山生态保护
实现
“由乱到治，
大见成效”
。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对全国
生态安全至关重要。
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乌拉盖草
原，20世纪 90年代中期后出现退化
迹象。这些年，通过持续生态修复，
当地严重沙化草地平均植被覆盖度
由 15%提高到 50%，不仅遏制了荒
漠化势头，还为发展现代草牧业、旅
游业提供了条件。
如今，
“ 天边草原”乌拉盖已成
为响亮的旅游名片，吸引着各地游
客；当地建起了优质乡土草种繁育
基地，进行牧草新品种选育改良。

以新能源培育新动能
清晨，一辆辆重型卡车驶进鄂
尔多斯市矿区运输煤炭。这些使用
氢燃料电池的“氢能重卡”特点是不
冒黑烟，排出的是水。

◆美丽的乌拉盖大草原。
过去内蒙古产业发展盯着“羊、
煤、土、气”，如今则是聚焦新能源，
培育新动能。
今年 2月，
《内蒙古自治区“十
四五”氢能发展规划》印发，提出到
2025年 ，氢 能 供 给 能 力 达 160万
吨/
年，打造千亿氢能产业，氢能重
卡成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氢能和
风能、光伏、储能产业共同构成内蒙
古四大产业集群，推动内蒙古能源
产业向上下游延伸，产品向中高端
攀升。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
“风光大
省”甘肃也将新能源产业作为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2021
年 6月，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建成，河西走廊打造出新能源“陆上
三峡”；在陇东革命老区，一座千万
千瓦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正式
启动建设，将为甘肃“绿电”外送再
添一条大动脉……
2021年，甘肃新能源发电量首
次突破 400亿千瓦时，成为电力保
障一大主力。截至今年 4月底，甘
肃新能源并网装机达 3122.
28万千
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48.
95%，
预计到 2025年，甘肃新能源装机总
量将突破 8000万千瓦。新能源在
保障本省电力需求的同时，还外送
至河南、湖南、山东、天津等 20个省
市，
成为我国重要的电力送出基地。

以陆海通道力促开放

娜发现一辆轿车前机盖冒烟并通知
队长刘永续。经了解是长时间行驶
高温而导致的故障。刘永续提水给
机器降温，
与当班机动人员一起把车
推出车道，等待修理人员，司机表示
感谢。
莎仁娜
自大讨论活动开展以来，乌审
旗岗勤交管中队充分发挥服务职
能，采取多项举措，助力企业发展。
强化宣传引导，组织全体民辅警召
开专题学习会议，引导全体民辅警
提升服务意识，利用 LED大屏制作
宣传语，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郝贝
乌审旗河南交管中队针对涉酒
驾等违法情节较轻的企业经营违法
人员，主动开展法律知识大讲堂活
动，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做好教育

转化，确保在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
下 ，保 证 辖 区 内 企 业 正 常 经 营 。
乌云达来
近日，杭锦旗交管大队组织民
警走进客运站开展“一盔一带”守护
行动，进一步提高交通参与者交通
安全意识，引导驾乘人员养成生命
至上、正确使用安全带的良好交通
安全习惯，有效预防和避免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
王志清
日前，
乌审旗苏力德交管中队组
织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主题宣传活
动，
该活动倡议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
争做文明交通的倡导者、
践行者、
劝导者和示范者，
积极融入文明交通
的行列，
拒绝酒驾，
从我做起，
带头维
护道路交通秩序。
李向虎

日前，
一批进口木材
“搭乘”
中欧
班列运抵内蒙古乌兰察布七苏木保
税物流中心，
在乌兰察布家具产业园
被制成精美家具后销往全国各地。
借助保税物流中心和中欧班列枢纽
通道优势，
越来越多木材加工企业集
聚乌兰察布，进口木材落地加工、销
售的产业格局在当地加速形成。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
内蒙
古积极融入国家开放总体布局，
以参
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驱动，
创新
开放型经济体制，
营造开放型经济环
境，
正成为国家向北开放的桥头堡。
今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5
周年。在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东川
铁路货运中心特货作业区，来自重
庆、湖北、广西的各类汽车密集排
列，它们都是通过陆海新通道内贸
班列运送到兰州进行分拨。这里年
运输汽车整车可达 5万辆，成为西
北地区重要的汽车集散分拨点。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
兰州新区
综合保税区等一批高水平对外开放
平台也纷纷落地，丝路古道重焕生
机，
引领甘肃加快融入
“双循环”
。目
前，甘肃已开通中亚、中欧、南亚、陆
海新通道等
“四向五条”
国际班列，
以
通道为抓手，建园、集货、聚产业，推
动甘肃外向型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精短
2
1日，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经
侦大队开展以“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
福家”为主题的打击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民警以宣传典型案例，
以案示教，为过往群众讲解、解答。
同时发放宣传单，让广大群众进一
步了解非法集资、养老诈骗领域犯
罪形式。
郭萌萌
1
8日，达拉特旗交管大队吉格
斯太中队结合“一盔一带”主题开展
送头盔等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
来到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在现
场设置咨询台向来往民众分发“一
盔一带”宣传材料，积极倡导身边的
亲朋好友一起当文明交通的践行
者。
白鑫
1
8日，
萨拉齐收费所收费员莎仁

6月 21日，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
到，
今年以来，
自治区民政厅积极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截至目前，
全区有
2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开展项
目对接 200多项，
筹措资金 600多万元。
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
为贯彻落实民政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
自治区
民政厅联合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印发了《关于
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
知》，
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要
加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按照
“四个不摘”
的要求，
深入挖掘社会各种
资源，
通过
“一对一”
“多对一”
的帮扶模式，
积极主动对接乡村振兴项目，帮助脱贫群
众解决急需的生活困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刘芳

为百姓吃得放心
他们百倍用心
康巴什公安分局环食药侦大队
开展食品安全检查联合执法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为切实保
障康巴什区食品卫生安全，守护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4月 1日以来，康巴什公安
分局环食药侦大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
农牧局等部门，对辖区菜市场、超市、养殖
场、水果店等部位进行专项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
工作人员对相关企业生产
加工、
销售记录、
进货渠道、
基础台账等细致
检查，
现场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进
行扣押，
对发现的问题责令企业现场整改。
在对肉类销售加工点的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经营者的生产许可
证、进货渠道、冷链食品及人员的核酸检
测情况，对存在无证经营，不符合食品安
全的情况已移交当地监管单位查处。
下一步，
康巴什公安分局环食药侦大队
将进一步加强同市场监管、农牧局等职能
部门的交流协作，
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活动，
坚决取缔
“黑作坊”
“黑窝点”
，
深挖线索，
严
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
好康巴什区群众
“餐桌上的安全”
。 孙涛

乌审旗交管大队
赴城川民族干部学院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6月 20日，乌审旗交管大队党总支组
织全体党员民辅警及退休党员干部共赴
红色教育基地——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开
展“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跟党走”主
题党日活动。
王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