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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10 万头奶牛高端奶产业基

地 6 月 26 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带动 4 万户农

牧民增收。

乌拉特前旗旗委书记苏亚拉图在

开工现场介绍，位于河套灌区的乌拉特

前旗地处北纬 40度黄金奶源带，日照

充足，水资源丰富，奶业发展优势显著。

10 万头奶牛高端奶产业基地由蒙牛集

团与乌拉特前旗政府合作建设，规划占

地 1.3 万亩，计划养殖奶牛 10 万头，总

投资 40亿元。

蒙牛集团副总裁赵杰军告诉记者，

该项目将应用世界先进的牧场运营、饲

喂、挤奶、繁育等智能化管理系统，本着

“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理念，力争实

现“当年开工建设、当年进牛运营、次年

投产供奶”的目标，建成后可实现年产

生鲜乳 55 万吨，帮助农牧民栽下“摇钱

树”、捧上“金饭碗”。

为解决奶源基地建设滞后等问题，

内蒙古陆续在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

市、呼伦贝尔市等地建设一批规模化牧

场等项目，实现饲草料种植、奶牛养殖、

乳品加工一体化配套发展，确保在今后

3至 5年内新增奶牛 100万头、乳品加

工能力翻一番，预计到 2025 年全区乳

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3000亿元。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刘

永志介绍，内蒙古推动伊利、蒙牛等乳

品龙头企业布局黄河、嫩江、西辽河流

域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五大奶源

基地，东起呼伦贝尔市，西至巴彦淖尔

市，密集启动一系列重大乳业建设项

目，打造全产业链奶业集群。

目前，内蒙古奶牛存栏量达 120 多

万头，年产牛奶 570 多万吨，乳业成为

年产值超过 1000 亿元的优势产业，牛

奶产量、加工产业规模和奶制品市场占

有率均位居全国首位。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张伟 赵永光）1

延米、5延米，10 延米……34℃的高

温炙热如火，地面 140-150℃的高

温沥青混合料冒着白色热 气，在

铺路机的轰鸣声中，二广高速

公 路 主 线 二 连 浩 特 至 赛 汉 塔

拉段路面摊铺工作，正在一点一点

向前延展。

位于祖国正北方的边陲口岸城

市二连浩特，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第 6

纵网二广高速公路（G55）的北方起

点，南至广东广州，这条全长

2685KM的高速公路，是纵贯中国南

北的交通大动脉。目前，这条交通大

动脉除正在改扩建的二连浩特至赛

汉塔拉段（以下简称“二赛”段）公路

工程项目外，其他各段均已建成通

车。

6月 23 日，施工方内蒙古路桥

集团第七工程处在此举行建党百年

“国企担当、品质见证”大型全媒体

品质工程见证会，邀请各级媒体，共

同见证 G55 高速“二赛”段、G311

“二艾”段（二连浩特至艾勒格庙段）

施工进展。

内蒙古路桥集团第七工程处党

支部书记兼二赛项目总包部项目经

理宋国林介绍，作为内蒙古自治区

和锡林郭勒盟的重点项目，二广高

速“二赛”段工程，包括主线和辅道

工程，主线利用原 208 国道一级公

路进行改扩建，起点位于二连浩特

南互通，终点接已建成的二广高速

赛汉塔拉至白音查干段，全长 99.5

公里。辅道全长 113.5 公里，为二级

公路。项目建设工期为 3 年，预计

2022 年达到通车条件。

而在距此 50 千米之外的国道

331 线“二艾”段，也正在同步施工

中。这个路段，也是由内蒙古路桥集

团第七工程处负责施工建设，起点

位于二连浩特市疏港公路与成吉思

汗大街交叉处，终点位于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右旗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交界处的艾勒格庙，路线全长约

66.764 千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

交通局副局长永胜表示，二赛高速

是二广高速公路全线的最后一段，

从二连浩特向南，串联起疏港公路、

331 国道、京藏、京新高速等国省干

线，把纵横全国的数条骨干道路串

联成网。建成后，从二连浩特可 3小

时抵达乌兰察布，4.5 小时抵达呼和

浩特。

在施工现场，一个个绿色的身

影，一张张黝黑的脸庞，对于驻守在

这里一年多的道路建设者们来说，

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执念，那就是用

现代高科技路桥建设手段，打造一

个高质量、绿色环保的国家级高等

级交通大通道。

“从南端最发达的沿海城市广

州，到北方欧亚大路桥的重要战略

枢纽二连浩特，从古丝绸之路到今

日的‘一带一路’，南北贯通意义重

大。”宋国林表示，为了建设好这两

个项目，施工单位克服了诸多困难，

除施工所在地气候干旱，严重缺水，

全年最大温差达 70℃等常规困难

外，还要面对征地拆迁、施工期短、

边施工边通车等困难。在项目施工

过程中，内蒙古路桥集团第七工程

处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全局，充

分发挥党组织在项目上带队伍、保

质量促安全、赶进度等方面的引领

作用，并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技术攻

关，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

题。

截至目前，各项工作均按计划推

进，力争 7 月份实现主线右幅建成

通车，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百年。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积极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和自治区向北开放桥头

堡建设，围绕“建设全国沿边开发开放

最具活力的合作先导区”主要目标，坚

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工作重点，努力搭建

新平台、培育新动能、营造新优势，多措

并举，不断推进对外开放工作向纵深发

展。据了解，今年前 4月，呼伦贝尔市各

口岸货运量 684.8 万吨，同比增长

11.6%。其中对俄进出口货运量 669.1 万

吨，同比增长 9.8%；对蒙进出口 15.7 万

吨，同比增长 307.7%。据满洲里海关统

计，今年前 4 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

出境中欧班列 1033 列、集装箱 83432

标箱、货值 101.2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64%、29.21 和 11.98%，实现数量、货

值双提升。4月份，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

中欧班列 287 列，日均通行 9.57 列，创

今年前 4月班列通行数量新高。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记者 王丰 通讯员 秦建国）6 月 24 日下午，通

辽市民营企业党委举行“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此次，通辽市民营企业党委共有 21 名老党员荣获“光荣

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全体党员起立奏唱国歌，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

词。

仪式上，为现场的 10 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并由新发展党员为老党员送上鲜花。

老党员代表李国庆作了发言。他深情地回顾了在党领导

下的奋斗历程，表达了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并表示将传承发

扬党的好传统，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用自己的言行做

好“后生晚辈”的“带头人”“引路人”。

通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市民营企业

党委书记青格乐图说，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是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的热烈庆祝，通辽市民营企业党委所属党组织广

大党员要学习老党员的优秀品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发扬“三牛”精神，甘为“孺子牛”，愿为“老

黄牛”，敢为“拓荒牛”，以新担当新作为助力全市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为全市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走进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联村集体经济稻米加工厂，阵

阵米香扑面而来，来自盈收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大米在此进

行加工、包装，拳头产品长粒香大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自然

清香，目前销售范围已从区内地区延伸至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向全国各地传达来自草原深处的兴安味道。

葛根庙镇乡土人才孵化中心党员高忠生，则是引领当地

农户走水稻种植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道路的领头雁。

2012 年，高忠生在浩特营子嘎查任支部委员，看着村里

水稻种植产能偏低，村民收入提不上来，高忠生打心眼里着

急，有着丰富水稻种植经验的他，一心想带村民共同富起来，

2014 年 4月，高忠生带领村民们创办了盈收农牧业专业合作

社，走起了“党支部 +合作社 +农户”的种植新路子。合作社

入驻了葛根庙镇联村集体经济稻米加工厂，成立了金仓米业

有限公司。2021 年，实现全镇水稻品种统一 10000 亩，统一

购种、统一采催芽、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生产模

式，带动农户每亩增收 100 元左右，每年可为 10 个嘎查集体

经济分红 20余万元。

“乡土人才孵化中心经常组织市农科局、技术院校的专家

对我们进行培训，为合作社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高忠表示，

2020年，合作社在中心帮助下，引进了第一台无人机，为合作

社以及周边村民稻田进行除草、喷洒叶面肥等飞防作业，极大

节省人力物力，高科技助飞水稻丰产丰收。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扩大销售范围和销售量，把葛根

庙大米卖到全国各地，带领更多的青年乡土人才向更好的目

标前进。”对于葛根庙大米的未来，高忠生充满自信。

目前，葛根庙镇乡土人才孵化中心里，像高忠生这样的乡

土人才不断涌现，中心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社技术交流推广、农

产品流通等方面的优势，聚集、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

营的乡土人才，建立健全中心成员流动服务体系，为乡村振兴

培育和储备一批农业先进技术传播者、产业发展带头人、基层

组织“顶梁柱”和群众致富领路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

锻炼培养乡土人才的双向良性互动。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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