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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8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
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
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积
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

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周年之际，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
“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
局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
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同期举办，当日在重庆市开幕。

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本报记者 胡芳 霍晓庆
帅政 包荭

面前，是静静流淌的母亲河；背
后，是绵延起伏的大沙丘。2米多高的
菌草犹如一排排绿色卫士，将黄河和
沙漠隔绝开来。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市磴口县52公
里，刘拐沙头是起点，这里也是黄河
与乌兰布和沙漠握手的地方。

乌兰布和蒙古语意为“红色公
牛”，多年来，这头桀骜不驯的“红
色公牛”疯狂肆虐，当地百姓饱受
风沙侵害，磴口县 68.3%的土地被它
占据。它还每年将 7000 多万吨黄沙
输入黄河，导致黄河河床逐年抬
高，严重威胁下游地区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为了驯服这头“红色公牛”，减少
泥沙流入黄河，阻止沙漠侵蚀河套平
原，2008年，磴口县启动实施刘拐沙
头综合治理工程，建成一条长约4公
里、宽约3公里的大型锁边林，有效
切断了沙漠入侵黄河的通道。

而记者看到的，占地3000多亩、
2米多高的“巨型”菌草就是锁边林的

一部分。它们适合沙区生长、成活率
高、生长速度快，是用于荒漠化防治
和水土保持的优良草种。

沿着穿沙公路驶向乌兰布和沙漠
深处，一行行、一簇簇泛着新绿的梭
梭在黄色的大地上一直延伸到天边，
黑色的滴灌软管追随着梭梭一路铺
设。这是位于磴口县防沙林场的乌兰
布和沙漠防沙治沙示范工程点。

“201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沙，
现在4万亩梭梭将沙丘牢牢固定，到
2023年接种肉苁蓉后，亩收入能达到
6000多元，是优质耕地收入的3倍，并
且一次种植可以收获15年以上。”磴口
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韩应联介绍，目
前，全县累计栽植梭梭45万亩，人工接
种肉苁蓉近12万亩，形成了从肉苁蓉种
植、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到产品销售的
完整产业链。

依沙傍河使磴口县极具发展沙产
业的禀赋。治沙产业化，是当地从实
践中开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局长高勇介
绍：“绿起来要与富起来结合、治沙要
与致富双赢。在传统沙产业的基础上，
我们引进、丰富特色沙产业业态，拓展
以肉苁蓉、沙漠葡萄、光伏治沙、沙漠

有机畜牧业和生态旅游业为主的沙产
业，形成了政府政策性引导、企业产业
化经营、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的防沙治沙
新格局。”

2011年，磴口县诺民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投资 6000 万元，在荒沙上植
树、种葡萄、种红枣、建酒庄，将
2000 亩沙漠打造成了一座绿色产业
园。“我的园子绿了，不仅能阻止沙子
刮到老乡家里，还形成了长久的产
业，带动老乡就业，我就觉得我做对
了。”一路走来不容易，外地人孙金亮
对自己倾尽心力和财力打造的园子充
满深深地依恋。

巴彦淖尔市圣牧高科生态草业有
限公司则独辟蹊径，在乌兰布和沙漠
建立有机奶源基地，通过治理形成有
机草场，有机草料喂牛，牛粪还田，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种、养、加”一
体化沙漠有机循环产业链，为更多沙
产业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样
板；巴彦淖尔仁创科技公司利用科技
创新在沙漠里种上了水稻，还在水稻
田里养殖鱼、蟹、虾等水产品，形成
鱼稻共生新模式；内蒙古洪涛沙产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沙漠山药种
植，长山药远销全国各地，亩均纯收

入达到2万多元……
截至去年底，磴口县共有各类生

态治理和沙产业经营主体 90 余家，
新思路、新技术使 80 万亩沙漠披

“绿”又生“金”，3000 多农牧民就
近就地就业，打造了乌兰布和沙漠可
持续、可循环、可发展的治理新模
式。

通过不懈努力，乌兰布和沙区生态
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
良好态势，“红色公牛”被驯服，磴口县
境内沙漠向黄河输沙量减少到每年300
多万吨。绿进沙退，在2010年和2020
年10年跨度的磴口县卫星遥感图中得到
生动体现。

绿富同兴，让磴口县插上了生态
文明、绿色发展的翅膀。目前，磴口
县境内近230万亩的乌兰布和沙漠披
上了绿装，形成了 160 个湖泊绿洲，
面积达到57.8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04%扩大到现
在 的 20.56%， 林 草 覆 盖 率 达 到 了
37%。

““红色公牛红色公牛””驯服记驯服记

我在黄河岸边走

磴口县在刘拐沙头建成大型锁边林磴口县在刘拐沙头建成大型锁边林，，切断了沙漠切断了沙漠““入侵入侵””黄河的通道黄河的通道。。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荭包荭 摄摄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郑学良
金丹 李倩 刘墨墨

微风拂过，一股浓浓的稻香扑面而
来；晨光中，一群群鸥鸟掠过一池池水
塘，与鱼虾蟹们争抢着村民正在投食的

“早餐”。托克托县河口管理委员会树尔
营村62岁的村民李广河忙完手上的活
儿，满意地看着爬到岸边的稻田蟹说：

“嗯，不错，这小螃蟹又肥了一点儿！”
李广河口中的小螃蟹，是当地美源

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的稻田养蟹项
目。2012年，合作社成立后，对树尔营
村的3600亩耕地和4080亩水面全部
流转，集中建成了一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开展鱼、禽、稻、蟹等立体化种养殖，
让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大变样。

“以前我种地一年下来，收入也就2
万块钱左右，除去花销也剩不了几个
钱。现在呢，我和老伴儿不但给儿女们
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还有了存款，你
说我们这心里能不高兴吗？”李广河难
掩心中的喜悦。

树尔营村位于托克托县城西北方，
地处黄河、黑河（黄河支流）交汇处，拥
有成片的湿地。村里开发湿地资源，进
行鱼禽养殖、农业种植和旅游观光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

树尔营村共有227名村民。过去，
虽说每家每户都有耕地，但随着土地盐
碱化越来越厉害，能耕种的土地也越来
越少。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把村
里的土地集中起来，每户村民每人一年
除了能领到4000元土地流转费以外，

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大龄村民还可以
在家门口打工，每人每年平均工资5万
元，打零工的村民一天也能挣到 150
元。这样一年下来，流转费加上打工

费，每户村民的年收入都翻了三到四
番。

“以前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高粱
和葵花，现如今，我们有稻蟹一体化种

养、生态养殖区、休闲垂钓观光区、稻米
加工以及有机肥生产区……收益比村
民们以前种植的农作物提高好几倍。”
合作社负责人张程对记者说。

釆访中记者了解到，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的其他年轻村民，纷纷进城打工，
或各显神通谋划起了更来钱的生计，给
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留守村子的
人们，一边享受土地流转的固定资金，
还能在家门口的合作社务工挣钱，这让
大龄村民们有了用武之地。

据李广河讲，现在在合作社打工的
村民，最大的已经83岁了，最小的也都
是六旬老人，他们种地、割草、喂鱼、打
鱼，个个都是好把式，既可活动筋骨又
老有所获，成就感十足。

据介绍，这里每年生产出售黄河
鲤鱼、稻田蟹等生态水产品 37.5 万公
斤、富硒大米30万公斤，还有玉米、饲
草料等，每年接待休闲观光人数也达
到7万人次。

张程对村子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我们这里还有天然温泉资源，地下温
泉水温能达到48度。接下来，我们准
备进一步发展旅游业，打算投资500万
建一个温泉井。”

这个合作社不仅带动村民过上了
好日子，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难怪附近的村子都羡慕树尔营了！

稻花飘香鱼蟹肥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记者 薛
来） 记者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
我区10个旗县入列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

入列的 10个旗县分别为呼伦贝
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兴安盟科右中旗、
扎赉特旗、科右前旗，赤峰市巴林左
旗，通辽市库伦旗，锡林郭勒盟正镶白
旗，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化德县、四子
王旗。“这10个旗县是依据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农
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统筹考
虑脱贫摘帽时序、返贫风险等因素，结
合各地实际最终确定的。”自治区乡村
振兴局副局长韩建刚说。

凡入列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
县均享受资金及政策倾斜。在5年过
渡期内，可整合中央16项及自治区12
项涉农涉牧资金，用于农牧业生产发
展和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人
才招录与职称待遇、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社会帮扶资
源安排、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等众多
方面享受倾斜政策。

据悉，10旗县脱贫人口共8.23万
户18.68万人，分别占全区脱贫户数和
人数的22%、22.19%；有边缘易致贫户
0.41万户 0.84万人，分别占全区边缘
易 致 贫 户 数 和 人 数 的 26.9% 、
27.23%。10旗县将从加强监测防止
规模性返贫入手，做好“十四五”乡村
振兴整体规划；优化项目安排，加强
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大力培育
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稳步增加农牧民
收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解决易返贫致贫人员就业问题；深入
开展“厕所革命”，优化整治人居环
境。

我区10旗县入列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本报 8月 23日讯 （见习记者
梅刚 实习生 姚梦泽）记者从自治
区人社厅了解到，截至7月底，我区
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或落实就业去
向 86810 人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66.78%。

内蒙古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计划，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组织实施强化政策支撑、拓展就业渠
道、深化创业引领、健全招聘服务、推

进就业见习、做好实名服务、帮扶重
点对象、维护就业权益“1+7”行动，
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实施了政策性统筹就业和市场促进
就业计划，扩大了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招录规模，提高了考研升学、参
军入伍招募比例。同时，拓宽新就业
形态就业渠道，扶持零工市场、平台就
业支持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组织开
展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百
日千万网络专项招聘活动等，通过线

上线下和联动盟市的方式提供全方位
就业供需服务。对有创业意愿的高校
毕业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享
受创业场地支持、税费减免、创业担保
贷款等扶持政策。同时，做好高校毕
业生离校后的服务承接，开展针对性
跟踪就业服务和帮扶。

截至7月底，全区召开线上线下招
聘会146场，高校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
3.1万人。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
12440人，发放创业贷款8425万元。

我区8.6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见习记者
王坤）记者从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了解到，为全力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
杜绝医疗机构内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制定并印发了《医疗机构感染防控飞
行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成立检查工作
专班，针对当前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工
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将于近期
开展飞行执法检查工作。

此次飞行执法检查，依据《传染病
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采取“三不两直”
的方式，即不打招呼、不提前通知、不做
检查预案，直赴基层、直达检查现场，对
自治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包括民营医疗
机构）进行严查、细查。重点检查医疗
机构门诊管理、住院病人管理、院感队
伍人员管理、医疗机构其他工作人员管
理以及医疗机构感染监测、实验室生物
安全和医疗废物管理等情况。

各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书记、院
长）为院感防控第一责任人，对检查中
发现的违纪违法违规行为首先追究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存在违纪违法违
规行为的人员区分情节采取通报批
评、行政处分、撤职、开除、移交纪委等
方式处理，对存在违纪违法违规行为
的医疗机构采取停业的方式处理。

据介绍，通过此次飞行执法检查，
将进一步加大处罚和问责力度，下决
心解决院感管理中的“顽疾”，全面推
动医疗机构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建立
自治区“院感+监督”防控长效机制。
同时，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标准、更
强的措施，抓好我区医疗机构感染控
制，助力我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广大人民群
众积极提供线索，协助飞行执法检查
工 作 开 展 。 举 报 电 话 ：0471-
6946273。

我区将开展医疗机构
感染防控飞行执法检查

□袁宝年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非
常明确指出了推进“双减”工作的基本思
路之一就是源头治理。所谓源头治理，
就是要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坚持
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
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让学生学习更好
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才能
从源头遏制参加校外培训需求。

相较而言，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相
对容易，但治理教育焦虑则比较难。
正如许多家长所担忧的，如果学生没
有在学校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没有
改变现有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教
育领域内的“剧场效应”就不会消解，
对培训的需求可能还会通过其他手段
满足。平时我们经常听到家长们担心
老师“课上不讲课下讲，学校不讲补习

讲”，诸如此类的顺口溜，不仅体现了
家长们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隐忧，更
反映出学校课堂里的一些现实问题。

“双减”工作要取得实效，治理“校
外”是治标，提升“校内”才能治本。把孩
子从校外培训班“争”回来，把家长和学
生的注意力从“校外”拉回“校内”，需要
学校全面落实“5+2”服务模式，充分满
足家长和学生需求，需要课堂向“45分
钟”要效率，减轻作业负担，提高作业设
计质量，也需要广大教师修己正身、履职
尽责，认真耕耘好课堂这片责任田。

守好教育主阵地，让孩子们在学
校充分享受高品质的教育，“双减”才
能真正见效。就像有家长说的，如果
学校也能像培训机构那么“用心服
务”，家长还有什么可焦虑的？

守好教育主阵地

螃蟹丰收，62岁村民李广河乐开怀。 本报记者 刘墨墨 摄

8 月 22 日，内蒙古游泳队队员们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泳池内训
练。据了解，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9月15日在陕西省举行，内蒙古游泳队的6
名队员获得 11 个小项的决赛资格，这也是内蒙古运动员首次参加全运会游泳项
目。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今日谈

“泳”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