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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乡村走进乡村 看看小康小康

幸福生活因“李”而甜
●本报记者 刘军

我市34.6公里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工
现正全力攻坚新旧管线接点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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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政府与中国光大环境集团
项目对接洽谈会举行
贺海东主持并讲话

我区专项整治中小学有偿补课、
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从今年8月到明年3月分5个阶段进行

几场秋雨后，看着自己家成熟的李
子，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果农郭中
元开心极了。“李子销量一年比一年好，
幸福生活就在眼前。”他说。

初秋时节，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
村风和日丽，李果飘香，果农郭中元的
李子林中紫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阵阵
果香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满眼尽
是丰收的景象。

“你看，我种的李子不错吧，个个饱
满脆甜！”郭中元告诉记者，这两天，他
们全家出动采摘冰糖李子，然后挑选装
箱。“我的果园里有冰糖李子和香蕉李
子两个品种。冰糖李子味道脆甜，时下
陆续成熟，已进入采摘期。香蕉李子口
感绵甜，中秋节前后成熟就能采摘。”郭
中元说，“因为没有冷藏仓库，这几天就

得抓紧把成熟的李子销售出去，不然熟
透了就卖不上好价钱了。”8月的太阳火
辣辣的，郭中元背着 100多斤李子从果
园里健步走出来，黝黑的脸庞上挂满一
粒粒汗珠，与背上的李子混合成了这个
秋天石人湾的丰收“交响曲”。

郭中元两口子不停地穿梭林间采
摘李子，然后进行挑选、打包、装车，送
往内蒙古昌盛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销
售，忙得不亦乐乎。郭中元告诉记者，

他种植李子已有20余年，今年种植了6
亩李子树，一亩地的产量大约是3000多
斤，今年产量为 18000斤左右。“内蒙古
昌盛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每斤3.5元
的价格收购并销售，光卖李子这一项今
年就能收入4到5万元。”郭中元掰着手
指头给记者算了笔账。

据介绍，自 2016年，石人湾村党支
部与内蒙古昌盛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
总支开展村企共建以来，内蒙古昌盛泰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每年牵头帮助
农民销售农副产品，解决村民的实际困
难，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看着产业发展起来，让我有了盼
头，家门口种李子就能挣钱，都不用去
外面打工，我是打心底高兴。”正在地里
采摘李子的郭中元脸上挂满了笑容。

李子销路有了保障，再加上多年种
植经验的积累，让郭中元两口子尝到了
甜头，干劲更足，收入逐年多了起来，日
子也愈加甜了起来。“我们这里水资源
丰富，土壤条件好，李子种植的特点就
是用泉水灌溉，施农家肥，绿色健康，所
以李子肉质好，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采
摘。”看着自己精心呵护的李子园迎来
了丰收，郭中元高兴地通过记者向游客
们发出邀请。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近日，随着
丰州路与乌兰察布街交会处路段新旧
管网接点切换工作的开始，标志着今
年我市 34.6公里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工
程正式完工。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和浩特中
燃公司）目前正全力攻坚新旧管线接
点切换工作，为全市广大燃气用户安
全用气做好基础工作。

据介绍，我市从 1984 年供应城市
燃气以来，部分地下管网已运行 20年
以上，由于材质原因，接口漏气、管道
断裂情况时有发生，存在极大安全隐
患。为确保燃气管网安全运行，从
2017 年开始，呼和浩特中燃公司自筹
资金逐步对我市 230公里地下灰口铸
铁管进行改造，总投资约 2.427 亿元，
截至 2020年年底，已改造燃气老旧管
网195.4公里。

今年，根据自治区、呼市两级政府
的安排部署，呼和浩特中燃公司按计
划改造剩余燃气老旧管网 34.6 公里。

截至 7 月 3 日，第一批改造计划完成
12.6公里。7月 10日，第二批改造计划
的 22 公里正式开工建设，涉及 35条市
政道路，工程按计划于 8 月 20 日如期
完成。

自治区及呼市两级政府高度重视
我市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工作，市政府
将第二批涉及改造的市政道路全部列
入市政燃气老旧管网改造计划，并加
快破路手续审批流程；城管、交管、市
政等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及时解决道路
施工中的困难和问题。

呼和浩特中燃公司对所有改造工
程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工程推进计
划，提前进行审批手续办理，全力组织
施工力量，确保按时完成任务。对涉及

学校周边的道路，利用学校放假期间，
尽量在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并缩小占
道施工宽度，最大程度保证车辆正常通
行；对涉及集中区域的道路采取分时间
分批次进行改造；对特殊路段，采取少
破路、快速施工和重点地段夜间施工方
式进行改造。其中，新华大街采用道路
外侧开挖和拉管施工的方式，不破坏道
路，不影响正常交通。

为避免交通拥堵，部分路段因白
天无法施工，夜间施工又扰民，所以造
成有效施工时间短。此外，因地下管
网复杂，管网位置确定难，加之气候多
变，7月 10日至今，多次降雨等原因影
响施工进度。呼和浩特中燃公司众志
成城，攻坚克难，选派有丰富经验、技

术力量强的 13家施工单位、56支施工
队伍集中攻坚。为不影响沿线居民正
常用气，整个改造过程均带气作业，这
也提高了施工难度。在一些降压作业
中，还对部分小区利用减压撬保供，保
障居民安全用气始终放在工作首位。
目前，35 条道路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工
程已全部完成。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深入，燃气
老旧管网接点切换成为目前工作的重
心。呼和浩特中燃公司按照 24小时不
间断，以每天一条路的目标全力冲刺
接点任务。目前，已完成 25条道路接
点切换工作。

为确保任务按期完成，中国燃气
集团从东北区域 4家项目公司选派熟
悉城市燃气工作、有丰富抢险作业经
验的抢险人员千里支援，与呼和浩特
中燃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集中攻坚。
他们克服天气、夜间施工、作业环境恶
劣等不利因素，协同努力，用实际行动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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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绿
化第二中心按照“亮丽多彩、乡土自
然、亲民和谐”的建设思路，对大黑
河沿线石化桥以东区域 30 余公顷
的绿地范围进行景观提升改造，其
中，南岸改造面积 10 公顷，北岸 20
余公顷。通过打造花镜广场、亲子
乐园、雨水花园、自然修复地、马鞭
草花田等多个景观点，并以绿道为
载体，将这些景观点有机串联，形成
环线景观，为市民提供了休闲游憩
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宋向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苗青）近日，自治区
教育厅印发《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
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专
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区启动中小
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力争通过此次专
项整治，有效遏制中小学教师“课上不
讲课下讲”“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到
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同家长搞利益交
换”等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自 2021年 8月起，
持续到2022年3月底。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针对范围对象
为全区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幼儿园）在
职教师。

整治重点任务包括：对照《新时代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负面清单》，全面梳理和查摆教
师在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
各类问题，重点查处：一是在职教师组
织有偿补课或诱导学生参加校外培训
机构、家长委员会及其他教师、家长个
人组织的有偿补课问题。二是教师索
要、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或参加
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
休闲等活动；向学生推销或诱导学生
购买图书报刊、教辅材料、社会保险
等；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等问题。
三是教师歧视、侮辱学生，打击、报复、
虐待、伤害学生；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

系，骚扰、猥亵学生等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分为自查自改、对

照检视、警示教育、抽查检查、巩固提
升5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自查自改阶段，时间
为 2021年 8月底前。各地结合实际，
制定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建立监
督举报平台，对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文
件规定和制度要求，重点自查本地区
查处整治师德师风问题组织机构是否
健全、部门协作机制是否建立、管理制
度是否完善、管理措施是否落实等，并
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

第二阶段为对照检视阶段，时间
是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底。各地、各
校传达学习贯彻关于开展中小学有
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组织教师采
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对
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师德师风建设
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专题学习和交流
研讨。

各校围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内
容，通过召开学生、家长、教师座谈
会，公布举报电话、邮箱，公开整治内
容等形式，开门接受广大师生和群众
监督，查找学校教师在师德师风建设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梳理查摆出
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防
止久拖不决。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8月23日，
呼和浩特市政府与中国光大环境集团
项目对接洽谈会举行，双方围绕推动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业务发展达成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

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
党工委书记贺海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程民，市
政府党组成员刘建国，市政府秘书长
张仲东参加会议。

光大环境总裁栾祖盛，光大照明
总裁陈忠，光大水务副总裁张国锋参
加会议。

洽谈会上，贺海东对各位来宾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呼和
浩特市正处于产业转型的加速期、城市
建设的提升期，投资需求大，合作领域
多，发展空间广。光大环境作为国内环
保行业领军企业，专业优势明显，综合

实力雄厚，在项目落地能力、环保服务
等方面有口皆碑。呼和浩特市政府与
中国光大环境集团的合作是有基础、有
诚意、有一致目的，目前就项目合作方
式已达成基本共识。呼和浩特市在优
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各相关部门也将加
强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对接，强化
服务意识，密切联系配合形成合力，以
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底气、更优的环境，
强力推进项目早日落地。

栾祖盛表示，光大环境集团将充
分借助自身品牌，发挥节能环保及新
能源领域的技术、资金和专业人才等
方面的优势，加快推进呼和浩特绿色
转型跨越式发展，聚焦呼和浩特在固
废处理、污水处理、节能照明等产业领
域的广泛需求。

治谈会结束后，双方举行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贺海东会见泛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星一行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8月23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
工委书记贺海东会见泛城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伟星一行，双方就相关
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贺海东对陈伟星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他说，泛城控股经营理念先进、
实力雄厚，希望泛城控股发挥技术、管
理、人才等优势，把过去积累的优秀经
验、做法带到呼和浩特市，助推呼和浩
特市网络货运行业加快发展。希望此
次来呼的企业负责人多走走、多看看，
进一步加深对呼和浩特市的了解，积
极洽谈对接项目，推动项目合作开
展。同时，市委、市政府将主动做好服
务，集聚优质资源，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建设，实现合作共赢。

陈伟星对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

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
企业发展以及在呼合作项目情况。
他表示，泛城控股将进一步深化与呼
和浩特市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合作，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项目落地，为
呼和浩特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作出贡献。

据了解，泛城控股有限公司是一
家主要从事研究孵化、投资和控股的
科技型企业，专注于AI、IOT、区块链
等新技术领域的研究孵化和投资布
局，下属公司包括浙江泛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小快科技（杭州）有限公
司、杭州微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泛
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泛城科技有限
公司等一系列数字科技公司。

市政府党组成员王彦军参加会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