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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子旺

郭富荣 2015 年从山西来到呼和浩

特，筹办了呼和浩特凯霖耳鼻喉专科医

院。 来内蒙古之前，他已经走过全国的

许多地方。 但内蒙古人的实在让他深刻

地认识了草原的博大。

内蒙古人的实在在于干脆利索，办

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 说了就干、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这就是郭富荣眼

中的内蒙古人。

2020 年 5 月， 经历了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阻击战后，郭富荣期望的春天如

期而至。

那天，他接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打

来的电话，让他参加回民区举行的优化

营商环境的会议，他欣然应允。

在会上他提出两点期望。 一是呼和

浩特凯霖耳鼻喉专科医院每年都在做

“爱要让你听见”的公益活动，这个公益

活动是对耳聋疾病患者通过早发现、早诊

降低导致耳聋患者数量， 减少因病致贫

的发生率和数量。 希望这个公益活动能

够走在阳光下， 让更多的耳疾患者受

益。 二是由于疫情影响，企业出现了资

金周转困难，希望政府帮助解决融资难

的问题。

就在当日下午，呼和浩特回民区工

商联就打来电话，明天一起与郭富荣去

呼和浩特市统战部与光彩事业促进会

对接。 随后各项工作在期待中顺利完

成，“爱要让你听见”公益活动就这样走

在了阳光里。

半个月后，呼和浩特凯霖耳鼻喉专

科医院也从银行顺利拿到 80 万元的贷

款。

截至目前，“爱要让你听见”公益活

动已覆盖呼和浩特的 700 个村庄，筛查

人数 4 万多人，救助患者 1000 多人。

山西商人郭富荣眼中的内蒙古：

雷厉风行 马上就办 爱要让你听见

本报记者 王丰

7 月 20 日，采访张日新约在了呼和

浩特市大学城，他的办公室。 聊起应急

技能教育的话题来，他操着乌兰察布口

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突发事件的应急疏散逃生， 是伴

随我们终生的安全技能，应急安全疏散

逃生技能教育，就是通过平时的训练，

教会大家把应急处置转化成一种正

确逃生的自然反应， 在灾害发生的

一瞬间，最大限度地挽救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 ”作为自治区安防行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知名安防技术专家和内蒙古

晶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用这句经

常挂在他嘴边的话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张日新 2002 年创立了内蒙古晶新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 年间，一直致力

于智能化建筑和安全防护行业。 在企业

经营实践过程中，他看到了应急安全教

育在我们生活中的稀缺性和紧迫性，从

中也发现了新的市场机遇。 更重要的

是，他逐步意识到应急安全教育的公共

价值所在。

尽管很多人当初并不看好这一行

业， 但习惯于行动的张日新说干就

干。 于是他下决心带领企业积极转

型， 用科技创新来探索应急安全教

育行业，用全新的思路去撬动和打造

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催生巨大

的社会效益。

从 2012 年开始， 他和他的团队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突发事件的应急安全

疏散逃生预警系统的研发。 经过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付出，2015 年他们成功

研发出突发事件预警系统，获得了国家

专利。

接着与内蒙古电子信息学院进行

校企合作，投建了年生产预警器 30000

台套的生产线。 他马不停蹄地网罗人

才，招兵买马，通过招募武警消防退伍

兵迅速组建了一支应急疏散逃生的演

练队伍。

这一年， 他们又将预警系统升级，

在国内首创“复合式应急疏散演练系

统”，将地震、火灾、殴斗暴力事件疏散

逃生技能演示复合一体，实现了各类灾

害疏散逃生技能以及人与机器的统一

整合， 大大节约了演练演示的时间、人

力及物力成本。

截至 2020 年， 这支队伍已经深入

区内外的学校、企业、社区，为群众演练

千余次，受到师生和社区群众的广泛赞

誉。 伴随着演练教育，张日新还主导编

写了自治区以及各盟市全域的城市中

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逃生安全规划方

案，合起来有几百万字。 透过这些规划

方案和文字，看到了张日新对普及和推

动应急安全教育的执着。

“一定要普及内蒙古的应急安全疏

散逃生技能教育，这个市场也一定会做

大做强”， 这一信念已经成为张日新心

中的理想。 近 10 年来，他的身影常常出

现在应急安全疏散逃生的科普教育和

演练活动中，不停奔波在社区、学校、机

关、企业之间。

张日新说，“当你为心中的目标奋

斗的时候，你就选择了战斗，哪怕有无

尽的辛劳，也会化作快乐相伴”。

□李姝廷

每每重大事故发生后，人们总会关

注人员伤亡的数字，也会关注在事故发

生后哪些人通过自救得以逃生。

由于缺失了应急教育这一课，一次

次的逃生机会错失。 这不仅令人扼腕叹

息，也让我们看到，应急教育是我们该

补强的一课。

在防灾减灾领域有这样一种说法，

即三分靠处理、七分靠预防。

虽然如此，即使已经了解和掌握了

一些防灾减灾知识，但面对突发灾害事

件时，许多人的思维和认识都会出现短

暂的盲区，在日常演练中清晰的思路和

习惯性的动作都可能成为应对灾害关

键的一道保险。

为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各地、各行

业都有应急预案，但是要想使这些预案

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最大限度降低损

失减少伤亡， 必须通过强化演练来实

现。

多演练不一定无患，但不演练一定

有患。 希望应急教育能让公众在灾难意

外到来之际，能安全抵达下一个出口。

本报讯(记者 张鑫)

7 月 20 日，记

者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呼和浩特海关将持

续在助企纾困、 服务发展上再加力，出

台加力帮扶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15 条措

施，精准施策，有力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助企纾困，保市场主体。 呼和浩特

海关完善两级党委委员包联重点企业

长效机制， 实施“一企一策”“一事一

策”， 持续跟踪问效， 切实为企业办实

事、解难题。 积极推动中蒙 AEO 互认实

施，抓好 AEO 企业通关便利化管理，降

低企业外贸成本。 加强重点国家地区、

重点行业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跟踪研

究，强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维护国家

和企业利益。

疏堵解难，保跨境物流畅通。 认真

推动落实边境口岸防输入保畅通 15 条

工作措施，保障口岸“应开尽开”“能开

尽开”。 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顺势监管

机制，推动“中通道”中欧班列持续扩线

增量。 推动内陆物流枢纽节点地区与口

岸一体化联动发展，推动开展中欧班列

“铁路快通”进出口业务。 推动口岸开放

平台建设，支持口岸和物流节点城市功

能性改造，支持地方申建具有特色需求

和发展预期的指定监管场地。

分类施策，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加快推进煤炭等矿能产品通关监管模

式改革，积极推进进口煤炭检验结果第

三方采信。 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持

续推动“蒙”字号优质农产品出口;支持

优异种质资源引进，扩大优质饲草饲料

进口。 全力支持大宗进口杂粮类产品进

口，服务国内市场保供稳价。 推动海关

监管创新制度在综合保税区先行先试，

支持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研发创新等

新业态加速发展，加快形成“保税 + 新

兴业态”叠加效应。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内蒙古自

治区新闻出版局的有关精神， 内蒙古

商报社对 2022 年申领记者证人员的

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 现将申领记者

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屈春莲、王丰、曹茜、李姝廷、王慧

娟。

公示时间：2022 年 7 月 26 日至

2022 年 8 月 1 日。

举报电话：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

版局 0471-4825543、4825546

内蒙古商报社：0471-3285915

内蒙古商报社

2022年 7月 26日

张日新：草原应急教育的追梦人

我们该补强应急教育这一课

关于内蒙古商报社申领记者证的公示

稳住经济大盘系列报道之八：

助企纾困 加快形成内蒙古外贸产业

“保税 + 新兴业态”叠加效应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刘嫱）7 月 22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新生活 新业态 新面貌”主题集中采访团到

达网红乌音嘎所在的拍摄地时，她身穿绿色蒙古袍，架着炉子和铁锅，正在拍摄煮肉短视频。

（下转 2版）

乌音嘎：用短视频 展示草原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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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小小的玉米皮， 在农村妇女手

中，变成漂亮的颈椎枕、精致的收纳

筐、时尚的手提包和耳环，拿到市场

上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为她们增收

开辟出了新路。

玉米棒的外皮， 看着无用的杂

物；农闲在家的妇女，不能创收的闲

人。 二者组合起来诠释人尽其才物尽

其用。 包头市商务局积极对接和指导

家政企业向乡镇下沉，利用当地特色

资源， 建立了友信家政实训基地，实

施了玉米皮草编创富兴农项目，一方

面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

让当地妇女因此实现就近就业或创

业，走出一条“家政兴农”特色发展之

路。

玉米皮在农村并不稀罕。 编织玉

米皮不仅能解决焚烧带来的污染，还

提能提高玉米皮综合利用率，而且玉

米皮编织对从业者要求不高，技术简

单易学，特别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让更多

百姓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皮资源增

收致富，包头市友信家政有限责任公

司深入固阳县、昆区卜尔汉图镇乌兰

计三村，实施玉米皮草编创富兴农项

目，采取“公司 + 实训基地 + 工作坊

+ 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模式和“认购 +

定制 + 代销”的销售模式，向当地的

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脱贫人口和防返

贫监测对象提供技术培训、发放编织

原料等形式的配套服务，形成了草编

技术培训、原料供应、订单生产、网络

营销的产业链条，将平时废弃的玉米

皮经过一双双巧手编织成一个个精

美的家居用品及手工艺品，产品远销

全国各地。 同时也实现农村劳动力足

不出户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

包头市友信家政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石美艳介绍，玉米皮作为编织

原材料，具有韧性好、易收集、易储

存、保质期长、适用手法广泛、产品类

别丰富等特点。

一个个精美的玉米皮文创产品

竞相绽放，群众另辟增收路，喜上眉

梢;一场场技能培训吸引更多百姓转

变观念，农民变艺人，生活锦上添花。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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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阿斯茹)

7 月 23 日上

午，在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在“万

里茶道驼夫”的引导下，游客们步入景区广

场，欣赏武川县乌兰牧骑的精彩演出。

在“美丽青城、草原都市”最美的季节，

呼和浩特市迎来了“感悟中华文化·畅游祖

国北疆之“万里茶道”系列活动呼和浩特分

会场活动的“启幕仪式”，本次活动由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由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承办。

呼和浩特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和枢

纽城市，历史上就有“驼城”之称。 举办“万

里茶道”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就是以“万里

茶道”为主题融合长城、黄河、绿色生态、健

身康养、风土人情、美食特产、文物古迹等

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文旅、茶旅、农旅、商

旅、体旅、非遗之旅等多领域联动，促进实

现文化交流互鉴、旅游合作共进、人员

互相往来，推动“万里茶道 ”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进程 ，助力“万里茶道 ”沿线

地区文化和旅游市场全面振兴 ， 特别

要为“美丽青城，草原都市”亮丽风景线贡

献文旅力量。

本次活动启动后，将举行“内蒙古人游

内蒙古———莫尼山非遗小镇万里茶道系列

体验活动”、呼和浩特市万里茶道精品线路

线上线下推荐推广活动、 武川县草原之门

万里茶道研学旅游活动等， 让大家尽情体

验呼和浩特的魅力和万里茶道的历史故

事。

启幕仪式上宣读了《呼和浩特市 2022

年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基地 (所)

名单》；发布“呼和浩特万里茶道 2 条精品

旅游线路“动漫”视频；启动了《大黄河大阴

山———美丽青城 12 时辰》图册制作，游客

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手机平台观看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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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内蒙古智慧物流碳

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包头揭牌，

标志着国内首家此类科研机构正式

落户内蒙古。

据了解， 内蒙古智慧物流碳中

和技术创新研究院是由 G7 物联、

国家电投·启源芯动力、 北奔重汽、

中国华电集团、万创集团 、苏州绿

控传动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内蒙

古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的科研

机构。 该研究院成立后，将深入

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碳

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 积极推动

全区实现“双碳”目标有效衔接，联

动政产学研各方， 精准定位物流 +

新能源产业链总规划师角色， 推动

交通运输绿色发展， 搭建大宗物流

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产业“风光氢

储车”全链条发展。

同时， 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国家

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北京绿色

交易所的课题研究， 形成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减碳示范项目。

未来， 该研究院将协同产学研

各方资源，搭建物流 + 能源、碳数据

平台。不断迭代综合解决方案，参与

地方及国家、 行业等标准和政策制

定，积极探索物流领域新业态，协助

构建合理的新能源产业布局， 为助

推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跨

越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刘向平

国内首家

智慧物流碳中和技术

创新研究院在包头揭牌

玉米皮变身乡村振兴“厚”产业

乌音嘎在直播中 本报记者 刘嫱 摄影

农村妇女正在用玉米皮编织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