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

本报鄂尔多斯 5 月 15 日电 （记者 郝雪莲 通
讯员 宋晓敏）“好政策要第一时间给企业讲明白、让
企业用起来。”近日，鄂尔多斯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周
晓剑在政策宣讲中如是说。

近年来，鄂尔多斯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
优势，促进综合保税区发展 21 条政策中的“强化企业
市场主体地位”“简化进出区管理”“促进跨境电商发
展”等 6 项政策落地实施，推动综合保税区内产业结构
多元化发展。2022 年一季度，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进
出口贸易值 7.81 亿元，同比增长 2.26 倍，占鄂尔多斯
市进出口总值的 21.8%，有力带动了辖区外向型经济
高速增长。

针对区内企业的不同发展需求，鄂尔多斯海关做
实做细政策宣讲，对于保税研发、跨境电商、保税维修
等新兴业态开展定制式解读，持续宣传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试点政策优惠，助力企业更好把握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融入“双循环”。
“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十分给力，从报关单位备案到账册

设立、变更、核销再到报关以及货物进出区，所有的业务都可
以在网上完成办理，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时间。”鄂尔多斯市如
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亚东说。

政策优势不断激发综合保税区内加工贸易企业
活力，电子元件加工集聚效应开始凸显。2022 年第一
季度，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 7.07
亿元，同比增长 2.45 倍，占自治区加工贸易进出口值
的 30.5%。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海关工作人员先后 3
次走访调研，围绕当前全球电子产品发展新趋势、新
业态和综合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做好产业规
划，指导综合保税区内加工贸易企业用好提前申报、
两步申报、区港联动、先出区后报关等改革措施，畅享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

助力综合保税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同时，鄂尔多斯

海关依托“我为群众办实事——百人联千企 力行促
外贸”专项活动，聚焦企业实际需求，优化营商环境，
主动作为破解企业难题。

“多亏了鄂尔多斯海关的企业协调员，在了解到
我们有部分保税备用零件后期还有使用需求，但是出
库缴税资金压力大的困难后，主动为我们解读综合保
税区保税仓储政策，全流程指导办理，‘盘活’了保税
仓库资源。”解决了企业难题后，神华保税库管理人
员王成文感动地说。

原来，这是鄂尔多斯海关充分用好了综合保税区不设
仓储期限、保税货物点对点直接流转这一政策红利，创新综
合保税区与保税仓库的“区仓联动”保税流转模式，简化了进
出区手续，有效解决了备件在保税仓库存储期限内货物未
销售使用的后续问题，提高了仓库利用率和企业市场竞争
力，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了区域集群优势，增强
了进出口企业“供应链”的韧性。

好政策要第一时间让企业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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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胜利

呼伦贝尔市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有色金属基地，因地处大兴安岭森林、
草原草甸生态功能区，其生态战略功能
地位突出。近年来，呼伦贝尔统筹兼顾
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持续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呼伦贝尔
资源禀赋特点，体现地区优势的生态文
明建设新路子。

在绿色矿山建设过程中，呼伦贝尔
市牢牢把握绿色矿山、智慧矿山、安全
矿山、和谐矿山的深刻内涵，督促矿山

企业加快绿色环保技术工艺设备升级，
带动全市矿业发展步入绿色良性可持
续发展轨道。全市构建了完整的绿色
矿山规划建设体系，并将绿色矿山建设
工作纳入旗市区政府年终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
创建的工作机制和考核机制，为扎实开
展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十三五”期间，呼伦贝尔市各级财
政投入治理资金 1.05 亿元，完成历史
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5.24 平方
公里，矿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和修
复。

国家能源集团雁宝能源推动绿色

发展，重点加强宝日希勒露天矿矿山文
化公园建设和扎尼河露天矿种子资源
库建设，近年来，该公司 3 座生产矿山
生态建设累计投资 4.05 亿元。

该公司持续优化露天矿采场设计，
加大生产环节节能、降耗、减排力度，还
在破碎站与装车站之间的输煤皮带走廊
两侧植草种树，打造绿色景观的生态长
廊，形成了从采剥、破碎、运输、存储、装
车、工程建设全系统覆盖的环保体系。

在绿色矿山建设过程中，呼伦贝尔
市因地制宜、因矿施策，矿山企业已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矿山建设
模式。

华能伊敏露天矿利用“煤电一体
化”生产优势，通过对绿色采矿工艺的
应用和探索土壤改良等复垦绿化技术
措施，实现了煤、电、水、灰、土的高效循
环利用，建立了适应呼伦贝尔地区草原
生态恢复的伊敏模式。

呼伦贝尔东明有限责任公司东明露
天矿以草原休闲生态矿山公园为载体，
以草原生态保护、农牧产品培育、工业生
产观光、基地科普教育等为特色，打造出
集工矿民俗驿站、绿色矿山生产新高地、
都市休闲目的地、冰雪娱乐新天地、矿地
协同发展样板地为一体的“一站四地”草
原矿山生态体验新模式。

千里矿山披“绿装”呼伦贝尔

本 报 呼 和 浩 特 5 月 15 日 讯 （记
者 刘洋）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呼和浩特
市成功入选。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
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先
进的城市管理理念。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
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决策部
署，以集聚化、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为
导向，推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由“低效、
低值、分散利用”向“高效、高值、规模利
用”转变，全面提升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
用水平。2020 年全市纳入环境统计工
业 企 业 产 生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1333.41 万

吨 ，其 中 综 合 利 用 295.86 万 吨 ，处 置
1037.15 万吨，贮存 2.29 万吨，工业固废
处 置 利 用 率 99.84% ，综 合 利 用 率
22.1%。2021 年 1-12 月全年产生工业
固废 1364.75 万吨，综合利用 428.37 万
吨，年度综合利用率 31.38%，较上年度
提升 9 个百分点。

根据 《呼和浩特市一般工业固体
废 物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3 年（2022- 2024
年）实施方案》，呼和浩特市以粉煤灰、
炉渣、脱硫石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为重点，发挥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政策
引导调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探
索构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新模式。同
时，积极探索一般工业固废在加工制造
新型墙材、传统建材、有色金属提炼、化
工利用、生产新型材料、生态流域治理、
市政工程等领域多元化加工利用途径，
构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循环经济
产业链。

呼和浩特

入选“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

□本报记者 鲍庆胜 薛一群
摄影报道

近日，通辽市森林消防支队、奈曼旗
人民政府在青龙山国有林场举行了首批
10名消防员进驻青龙山森林消防站仪式。

青龙山国有林场位于通辽市奈曼
旗南部低山丘陵区，林场总面积8.94万
亩，其中林地面积 7.35 万亩，油松纯林
面积 7.2 万亩，蓄积量 5.6 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到 92.21%，是该市重点森
林防火区之一。

首批10名消防员正式入驻森林消防
站，标志着防火工作延伸至重点林区第一
线，强化了地方人民政府、森林消防队伍
和专业扑火队的联建联防联训力度，走出
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一体化建设新路

径。以“早扑灭、早救援”和快速到达现场
实施救援为目标，对于高效处置森林草原
火灾、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批森林消防人
员进驻森林消防站时间为每年的清明、端
午、“五一”等防火紧要时期。进驻森林消
防站的消防员们在协助地方做好防火紧
要期各项防灭火工作基础上，还将指导地
方专业队伍开展防灭火技能培训工作。

据了解，通辽市森林消防支队自
组建以来累计完成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400 余起。每年春秋两防期间，该支
队均派出整建制中队进驻扎鲁特旗罕
山自然保护区靠前驻防。为进一步提
高森林草原火灾防控水平，支队规划
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七个森林消防站，
青龙山森林消防站是第一个建成设施
齐全、装备完善的消防站。

通辽

首批消防员进驻首批消防员进驻森林消防站森林消防站

本报包头 5 月 15 日电 （记者 刘
向平 通讯员 贾婷婷）今年以来，内蒙
古留学人员创业园健全机制、创新思路、
突出重点、优化服务，积极吸引培育各类
人才创新创业，促进区域科技高水平自
强自立，为筑好人才干事创业“凤凰巢”
夯实基础。

1-4 月，引进以海归创业为主的高
层次人才 7 名，其中，海归硕士 5 名，高
级工程师 2 名。目前已累计吸引以海归
创业为主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439 名，其
中，海归博士 145 名、海归硕士 168 名、
其他高层次人才 126 名；拥有“万人计
划”等国家级人才 8 名；内蒙古“草原英
才”工程人才 32 名，创业团队 12 个；留
学人员领办、创办企业累计 412 家。业

务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与节能
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高科技领
域，现已形成“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基地”四位一体的分阶段、分领
域、网络化集群发展模式。

内蒙古留创园注重用感情、事业、
政策、环境留人，全力为在孵企业提供
创业辅导、信息交流、引才育才、投融
资、市场开拓、公共咨询及公共配套等
一站式孵化服务。通过领军企业引才、
联盟单位引才、市场机制引才和平台引
才等多渠道创新引进聚集人才机制，有
力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和项目产业化
发展，以企业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研
究院技术成果转化与重点企业项目技
术升级承接的无缝对接。

包头

内蒙古留创园累计吸引高层次人才 439 名

本 报 乌 海 5 月 15 日 电（记 者 郝
飚 通讯员 李奇迹）近日，乌海市的内
蒙古永太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货值
为 26.8 万美元的碳酸亚乙烯脂经乌海海
关检验监管后首次出口，标志着乌海市
又一精细化工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碳酸亚乙烯酯又称 VC，是新能源
汽车电池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之一。据
了解，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
该产品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目前该企
业是国内碳酸亚乙烯酯最大的生产商。
面对企业出口迫切需求，乌海海关主动
作为，发挥关企联络员作用，全流程开展

业务指导，积极向企业宣传和解读海关
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强化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帮助企业对产品
做好源头安全管控；现场检验过程中对
GHS 标签及危险货物运输标签张贴、包
装桶 UN 标记辨识、液体危险货物倾倒
试验、货物称重等检验内容进行“手把
手”指导。

今年以来，乌海海关主动对接地方
产业发展战略布局，发挥职能优势，鼓励
生态效益好、经济效益高的产品走向国
际市场，为助力乌海产业转型升级贡献
海关力量。

乌海

又一精细化工产品走出国门

高端牛肉市场上的新宠高端牛肉市场上的新宠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时值一年一度的休牧期，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
旗呼热图淖尔苏木金牧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成员们正
在牛棚里忙着为牛群喂饲草料。

“我们投入 500 万元建了这座 3000 平方米牛棚，
规模化养殖优质纯种安格斯牛，效益不错。”合作社理
事长谷俊民介绍说。

该合作社成立于 2016 年，有 5 户成员。2018 年，
购入 100 头安格斯品种繁殖母牛，如今规模扩大到
200 多头，并成为了东乌珠穆沁旗安格斯牛繁殖核心
群。

2021 年，锡林郭勒盟修订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
展扶持办法，为中小规模养殖户落实贷款 1.2 亿元，优
质育成牛和育肥牛存栏分别达到 8100 头和 2.3 万头，
牧业年度牛存栏新增 24 万头、达到 197 万头。“华西
牛”新品种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并命
名。

2022 年，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高端安格斯牛肉
端上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餐桌，品牌效应日益

凸显。今年，该盟将重点打造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
乌拉盖管理区 3 个国家级肉羊肉牛核心育种场，抓好

“华西牛”新品种选育推广工作。谷俊民说，非常看好
高端牛肉市场发展走势，还将要持续扩大规模，带动
更多的当地牧民进军该行业，走出一条共同致富的新
路子。

谷俊民在为牛群喂营养餐。

现代化大型设备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现代化大型设备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未来的良种种公牛犊未来的良种种公牛犊

。。

金牧合作社现代化养牛大棚金牧合作社现代化养牛大棚。。

消防员日常巡视。

□本报记者 刘宏章

五月的额济纳旗居延大地，牧草飘香、胡杨婆娑。记
者走进该旗东风镇旁一片梭梭种植造林地，放眼望去，只
见 31 万亩郁郁葱葱的梭梭林在茫茫戈壁沙海中铺向远
方，有的梭梭已高达 2 米多，矮的也有近一米多高，形成
了一道绿色的防风固沙林带。据当地牧民介绍，这是由
北京人王建刚坚守荒漠戈壁治沙造林植绿 8 年，累计投
资1亿多元种植出的一片绿洲。

王建刚是土生土长的京郊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
下，他白手起家，靠苗木种植走上致富之路。

“虽然一直种苗木，但我其实早就有个心愿，就是
到沙漠去植树造林。”王建刚说。2015 年初夏，52 岁的
王建刚来到额济纳旗，当看到这里地广人稀、风沙肆
虐、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时，他萌生了来植树造林
的想法。

“到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植树才最有意义。”2015 年 8
月，王建刚放弃了北京安逸的生活，一头扎进了茫茫戈
壁，开始了他的戈壁绿洲梦。

当年他就投入 1300 余万元资金承包了额济纳旗
东风镇5.2万余亩戈壁荒滩，并成立额济纳旗浩林生态
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了艰辛的荒漠戈壁种植梭梭树
防风固沙事业。

盛夏的额济纳，昼夜温差大，白天地表温度都在五
六十摄氏度，沙漠中人烟稀少、没路，寸草不生。即便
是王建刚来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刚到额济纳植树那天，我们就赶上了沙尘暴。要
不是亲眼所见，真的无法想象。黑乎乎的黄沙漫天，什
么都看不见，人躲在车里，就只能听见沙砾拍打玻璃的
巨响。”王建刚说。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脆弱的生态条
件，反而更激发了王建刚的斗志。“我非要跟老天斗一
斗，在这最需要搞绿化的地方植树。”

那段时间，王建刚和工人们白天顶着高温挖坑
种树，晚上由于风沙大，不能搭帐篷，只能住在临时
挖的地窝子里。“地窝子可以抵御风沙，冬暖夏凉，但
通风较差。”王建刚说，尽管环境艰苦，但他从未想过
退缩。

一个个挖坑、一棵棵栽苗、一坑坑浇灌，王建刚一

步步走近心中的梦想。到 2016年 5月，他硬是把这 5万
亩梭梭种在了额济纳旗的土地上。

之后，王建刚继续扩大梭梭林种植面积，并通过摸
索，不断改进种植技术，研发了梭梭“平茬”种植法，使
梭梭的种植期从原来每年的 45 天，增加到 240 天，成
活率达到 90%以上。为了节约水资源，他还给戈壁滩
铺上了滴灌。从整苗造林到平茬造林，从开沟造林到
打坑造林，王建刚一次次总结经验，用自己摸索的方法
使造林效率大大提高。他还利用额济纳旗日照强、时
间长的优势，采用光伏发电滴灌技术，在戈壁滩种植和
养护梭梭树。

一年年坚持不懈地在沙漠戈壁植绿，王建刚让曾
经的沙漠戈壁不毛之地，崛起了一片绿洲，8 年间共种
植梭梭林 31 万余亩，防风治沙面积数百平方公里。

看着成片的梭梭林，王建刚为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赢，在梭梭根下嫁接肉苁蓉，开拓附加的林下
经济。他把 5 万亩梭梭林全部嫁接了肉苁蓉，梭梭林
摇身一变成了肉苁蓉种植基地。2021 年，王建刚经营
的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入选第五批国家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

北京“老王”8年植绿31万亩阿拉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