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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体育事业迈进新时代
薯都凯达：从原乡出发，
点燃产业扶贫“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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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玫瑰”赵丽杰：
脱贫致富带头人竞展巾帼芳华

H“弘扬蒙古马精神·身边的榜样”ONGYANGMENGGUMAJINGSHEN窑SHENBIANDEBANGYANG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李晓军

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五月，恰

逢播种的季节。在赤峰市林西县巍巍敖

包山深处，乍眼望去，山梁还是那道山

梁，但山谷间却悄然酝酿着新的希望。

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内蒙古赤峰市林西

县新城子镇双兴村，和大家一起分享致

富带头人赵丽杰在脱贫致富路上巾帼不

让须眉的传奇故事……

父老乡亲心中盛开着的格桑花

林西县城东南走 58 公里，翻过敖包

梁，一个小村庄赫然映入眼帘，这里是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新城子镇双兴

村，故事的主人公赵丽杰就生活在这

里。

中等个头，圆圆的脸庞，一双乌黑的

大眼睛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意;性格直爽，

活力满满，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沾着

泥土的运动鞋就是她不变的标识; 扎根

农村、敢于创新，勤劳善良、扶贫济善，赵

丽杰就是父老乡亲心中盛开着的格桑

花。

岁月流金，芳华初绽。随着主人公娓

娓讲述，一个新型农民创业致富、带动百

姓奔小康的脉络渐渐清晰起来……

漫山遍野杂粮香 创业致富领头羊

“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

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

———习近平”，赵丽杰笔记本扉页上写着

这么一段话。

1987 年出生的赵丽杰是呼伦贝尔

人，中共党员，2012 年结婚后，跟随参军

复员的丈夫来到林西县新城子镇双兴

村。对生活满怀憧憬的赵丽杰刚进村就

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坐落在小山

坳里的村子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贫

瘠”。双兴村是国贫县里的贫困村，没有

自来水、房子破旧不堪、手机没有信号，

唯一一条通村路曲折不平，坎坷难行。这

里常年干旱少雨，全村 3万多亩耕地仅

有 800 亩水浇地，种植多以荞麦、黍

子、豌豆等杂粮杂豆为主，产量少，

价格低，大量土地被弃耕撂荒闲置。

村里留不住年轻人，一群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留守老人骡耕手播、用古老的

方式耕耘着这片贫瘠的土地，辛劳的汗

水滑过古铜色的皮肤，眼里深藏着对富

裕生活的渴望。 下转 4版

“铿锵玫瑰”赵丽杰：
脱贫致富带头人竞展巾帼芳华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曹茜）5 月

15 日，内蒙古出版集团总部党支部与

集团所属单位共 50 余名党员干部一

起来到准格尔旗大路煤化工基地，一

场主题为“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的主题党日活动如期展开。

义务种树：
再添新绿成风景
上午 8 点半，50 余名党员干部驱

车近 2个小时，抵达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大路煤化工基地。内蒙古出版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双龙，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曾涵，党委委员、总编辑其

其格等均作为普通党员，和大家一起

拿起铁锹步入植树区域。

你挖坑、我填土，你扶树、我浇

水———植树现场热火朝天，大家你追

我赶种下了一株株绿树。参加义务植

树活动的党员干劲十足、兴致勃勃，挖

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个环节有序衔

接，彼此配合默契，凸显出团结、互助、

协作的团队精神。

一名党员边植树边颇有感慨地告

诉记者，这已是自己第二次来到大路

基地，目睹这里的变化，可谓日新月

异。作为一名党员，作为此次义务植树

活动的参与者，他也同样对此感到自

豪。

经过一番紧张的劳作，一排排栽

种好的树苗昂然挺立、生机盎然，为鄂

尔多斯大地增添了更多绿意，也传递

着希望与活力，迎接着欣欣向荣的美

好明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
内蒙古出版集团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同
时，不忘投入服务生态建设，积极组织
干部职工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既有效
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更增进了集团

上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干部职工们

纷纷表示，开展义务植树主题党日活

动十分有意义，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带

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播撒绿色、爱护环

境、保护大自然的行动中来。为打造青

山常在、绿水常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内

蒙古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次将义务植树活动纳入“主题

党日”，创新了党员活动形式，丰富了

党员活动内容，是内蒙古出版集团党

员干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行

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党员

植绿、护绿、爱绿的意识，提升了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广大党员

干部更加充分发挥党员力量和先锋作

用，更加爱护环境、尊重自然，做生态

文明理念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也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

（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近日，记者从内蒙古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农牧业和林草绿色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9 年，粮食产量达到 730.5 亿斤，肉类总产量达到

264.6 万吨，牛奶产量 577.2 万吨，羊肉、牛奶产量均居全

国首位，真正成为国家的“粮仓肉库奶罐”。

“产粮又缺水”矛盾得到有效破解

深刻认识水资源是我区农牧业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

大力推进高效农业节水，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

转变。2019 年底，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4285 万亩，高效

节水 2755 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浅

埋滴灌、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措施得到推广，大部分

项目区实现了精准灌溉、水肥一体，有效缓解了我区产粮

缺水矛盾。项目区农业生产取得了“五省四减三增两促进”

的综合效益，即亩均省水 64%、省电 30%、省时 75%、省地

10%、省工 5 个；亩均减少化肥用量 25%、农药用量 40%、

地膜用量 3.5 公斤、机械费用 30元以上；亩均增产 180 斤

以上、增收 140 元以上。今年以来，各项目区克服疫情影

响，抢抓春季施工窗口期，目前，通辽市开鲁县 50 万亩、科

尔沁区 20万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总体工程已近

收尾，将投入今年的春耕生产。

产地环境进一步净化，农牧业生态资
源保护持续向好

大力实施农牧业“四控”行动，强化源头治理、过程管

控，切实推进农牧业清洁生产，重点推进“一湖两海”流域

的农牧业面源污染防治，全区化肥使用量同比减少 2.3%，

农药使用量同比减少 2.5%，由零增长转向持续负增长，地

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72%。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采取多

种措施提升耕地质量，强化耕地保护利用，2019 年，实施

耕地轮作 600 万亩、黑土地保护 110 万亩，增施有机肥

5775 万亩，耕地深松 1400 万亩，今年，我们还将推动东部

四盟市实施 700万亩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做到用地与养地

相结合；今年，我们大力推进沿黄流域盐碱化耕地改良，在

河套灌区、西辽河灌区和土默川灌区选取 6个旗县区，开

展 12.2 万亩中度、重度盐碱化耕地改良试验示范，目前工

程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可全部完成。

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供给有效增加

依托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两大天然草原的生态优势和

地处“冷凉经济带”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

保持有机农畜产品产量全国领先地位，优化产业布局，发

展精深加工，培育壮大“蒙字号”品牌，增加绿色优质农畜

产品供给。一是推动农牧业产业向优势区集中，大力发展

规模经营，扶持引导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带动小农

户按标生产，重点打造玉米、马铃薯、奶牛、肉牛、肉羊、饲

草等 16个优势特色农畜产品产业带。二是抓好国家级、自

治区级产业园创建，推动农畜产品加工业提档升级，做强

奶业和玉米 2个千亿级，肉羊、肉牛、羊绒、马铃薯、小麦、

向日葵、杂粮杂豆、蔬菜、饲草 9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三是

加大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培育宣传，近日，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相关部门开

展“爱上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推广宣介活动，就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我们也将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开展线上宣传，组

织各类推广活动，让“内蒙古味道”香飘全国。

农村牧区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有力有效推动农村牧区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不断深化。2019 年，全区新建和改造提升

卫生户厕 21.5 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 6.3 个百分点，

达到 22.4%；组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88%的嘎查村达到干

净整洁标准，57 个旗县梯次推进污水治理，1397 个嘎查村

完成了环境综合整治，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27.5%，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9.9%，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4.5%，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今年，我们将继续实施农村

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十县百乡千村”示范行动,示范带动全

区农村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32％以上;90％以上的

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实现干净整洁目标;132 个存

量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完成整治;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有

效管控;村庄绿化率达到 30％以上;基本完成建制嘎查村

通硬化路并逐步向通村组路延伸; 村容村貌显著提升;管

护机制基本建立;实现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确保

如期完成我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近年来，我

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深化“两化

融合”，智慧矿山建设以此为基础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努力实现信息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推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降本

增效，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行

业整体的发展趋势。基于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等部委颁发的《中国制造 2025》《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有色金属行

业智能矿山建设指南 (试行)》、“新基建”

发展意见等文件和建议，在内蒙古自治

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及各级政府领导的指

导下，智慧矿山建设推进工作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基于 5G 无人驾驶的项

目研发，推动了中国智慧矿山发展进程，

为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大规模推广提

供了有利事实验证。

2020 年 1 月 8 日，包钢集团、中国

移动、北方股份、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踏歌智行、理工雷科、北京新源科技

等共同组建了智能矿山产业推进联盟，

共同推进白云鄂博露天矿无人化建设标

杆项目，通过多方精诚合作，目前已在白

云鄂博铁矿初步实现了 5G 网络下的多

台无人矿卡与辅助设备的全作业流程，

在国内率先完成无人矿卡编组的工程应

用。

5G 提供了一个高效、大带宽、低时

延、广连接的移动无线网络，使得端边云

的交互更快，为矿区无人驾驶提供了安

全、可靠的链接保障。

项目完成后，白云鄂博矿区将成为

一座集安全、绿色、智慧、人文及科学于

一体的智慧矿区。在智能化管理下，矿区

综合效益将提升 10%以上，整体能耗下

降 5%以上，节能环保水平将得到明显提

升。包钢（集团）公司利用自身无人驾驶

全系列核心技术优势，结合 5G 网络通

讯技术，快速推进白云鄂博铁矿全面无

人化进程！打造全国智能矿山建设典范。

内蒙古按下“5G+ 智慧矿山”建设快进键

践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添新绿、赠图书，这样的主题党日别样红！

内蒙古羊肉、牛奶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成为国家的“粮仓肉库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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