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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我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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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交车国庆期间实施动态调整
从10月8日起执行冬季运营时间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生 任
学港）10月 1日，由市商务局主办的

“欢购敕勒川·最炫青城范”2021年首
府商务领域“百日惠民消费季”活动
启动。副市长王彦军参加并致辞。

王彦军指出，本次活动在时间上
连接了国庆、双十一、元旦等多个重
要节点，在空间上覆盖城乡两大市
场，在形式上打通吃住行各环节，聚

焦大宗商品、绿色智能、特色美食、农
特产品、网购网销等消费热点，首批
48家企业推出的100多项惠民促销活
动，必将在全市范围内掀起消费新热
潮。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加快实施城
市商业提升行动，打造特色商圈、特
色街区，完善 15分钟便民生活圈，释
放消费潜力，为打造现代化区域中心
城市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市
公交总公司获悉，从10月8日起，我市
公交车将执行冬季运营时间。

市内常规线路首班车 6∶10发车，
末班车20∶00发车；社区线路：首班车
7∶00发车，末班车19∶00发车。

城乡线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各
线路首末班车发车如下：39路、44路、
96路、103路、105路、107路、114路、

127 路、土左旗线路首班车 7∶00 发
车，末班车 19∶00发车；101路首班车
6∶10发车，末班车（盛乐）18∶30发车；
118路首班车6∶30发车，末班车（交通
银行）17∶00发车；113路首班车 6∶10
发车，末班车 18∶00 发车；301 路、二
环 1号、2号线、S25路首班车 6∶30发
车，末班车 19∶00 发车；124 路、119
路、120 路首班车 6∶30 发车，末班车

18∶30发车；116路、117路首班车7∶00
发车，末班车金山热电厂18∶00发车；
123路、128路首班车 7∶00发车，末班
车 17∶00 发车；129 路首班车 8∶00发
车，末班车 17∶00发车；209路首班车
7∶00发车，末班车18∶30发车；108路、
111路、112路、115路、121路、130路、
学生线、东客站摆渡线、定制公交定点
发车；91路、夜间公交从 10月 8日起

停运。
另外，在国庆放假期间，我市公

交线路运营车次将根据实际客流情
况进行调整，客流需要较大时段增
加配车，客流需求较小时段减少配
车，请市民乘坐公交车时关注掌上
青城、车来了、青城公交等平台，注
意公交线路车辆实时动态，以免耽
误出行。

用心守护万家灯火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王

梦圆 王瑜）国庆节如期而至，人们趁
着长假或外出旅游或归家团圆。然而
有一群人，他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假
期出游的机会，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地坚守着、奉献着，为保障电力安全、
点亮万家灯火而奔波忙碌着。假期
第一天，记者走进呼和浩特供电局，用
文字记录下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日常
工作的点滴。

“今年国庆我又不回去了，请爸妈
放心，我一切都好。”10月1日一早，在
科尔沁 220千伏运维站内，90后值班
员甄妮和父母简单通完电话后，便立
刻投入到站内测温巡视的工作之中。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国庆节坚守岗
位了。

科尔沁 220 千伏运维站运维管
理着四座 110千伏变电站，接带有中
国联通云计算基地、白塔国际机场、
火车东站、高铁、呼和塔拉会议中
心、地铁一、二号线等重要用户。每
当节假日，伴随着用电高峰带来的
负荷增加，也迎来了变电站坚守岗
位保电的关键时期。“电力供应事关
千家万户，越是放假过节，就越不能

松懈。”甄妮说。
在呼和浩特供电局调度中心，一

个个亮着的显示屏、一条条实时调度
指令、一声声清脆的电话铃声，是调度
员繁忙的日常工作。“越是节日，群众
的正常用电就越要保障好，不能有丝
毫差错。”调度员王杰说。

作为一名年轻的调度员，由于忙
于工作，王杰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
老家鄂尔多斯探亲了，答应女朋友
的出游计划，也因为他工作的特殊

性一直没有实现，而在这个国庆节
假期，他依然选择坚守岗位，“虽然
不能陪伴家人，但看着窗外千家万
户灯火通明，就会觉得自己付出的
辛苦都值得。”

国庆长假，24 小时值班的客服
人员同样十分辛苦，12345 为民服务
热线、95598 供电服务热线的每一张
工单，都是用户的需要，也是对他们
的期盼。只要客户有任何用电问
题，客服人员都会送上优质的服务
和专业的解答，他们用自己的责任
和担当，为国庆保电工作贡献着力
量，也进一步提高了客户的电力“获
得感”。

本报讯（记者 苗青）记者从刚刚结
束的全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培训
会上了解到，为探索农民持续增收新机
制，走乡村善治之路，我区积极创建现
代农牧业产业园。截至目前，全区共投
入1.4亿元奖补资金，支持创建了14个
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同时带动
各地创建盟市级产业园 23个，基本形
成了国家、自治区、盟市共同推进的良
好局面，建成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要
素高度集聚、生产方式绿色、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的现代农牧业产业新高地。

创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深化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2019年，我区启动了
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工作，首
批创建了五原县等 7个现代农牧业产
业园，实现了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

园零的突破。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
创建，促进了我区乡村产业兴旺，引领
支撑了乡村全面振兴。“十四五”期间，
全区计划打造 8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40个以上自治区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支持创建一批盟市级、旗县级现
代农牧业产业园，通过产业园创建，实
现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据了解，目前，我区各地在产业园
建设中取得了很多有益经验，现代农牧
业产业园成为各地乡村产业振兴的“领
头羊”、农牧民致富增收的“动力源”、县
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乡村建设的

“助推器”。
推进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壮大

了主导产业，促进了产业振兴。 近年
来，全区各地按照“生产＋加工＋科技”
一体化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大基地、发
展大加工、创新大科技、开展大服务、培

育大品牌，形成了一批集中度高、规模
大、效益好的优势产业。扎赉特旗水
稻、科左中旗肉牛、察右前旗马铃薯通
过产业园建设在全国具有了一定的知
名度。

推进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提升
了科技水平，增强了创新能力。各产业
园在创建中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产业
持续发展基础，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
强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推动人才、
土地、资本、科技、信息等现代要素向产
业园聚集，逐步形成了产学研融合发展
趋势，多数产业园区已成为科研机构示
范场和成果转化基地，为科技驱动产业
园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林格尔县注重
科技创新和推广体系及农民培训体系
建设，园区内组建院士专家工作站、各
级科技类研发中心 30余个，拥有科技
推广人员224人，进一步发挥了科技对

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推进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促进

了产业融合，带动了乡村建设。各地产
业园以一二三产融合为抓手，将产业园
建设与休闲观光、民俗风情、文化旅游
有机结合，将产业发展与村庄空间布
局、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配置、美丽
乡村建设同步规划，培育了一批生产生
态生活相融相促的乡土小村、特色小
镇，促进了乡村功能提升和农村牧区人
居环境改善。

推进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创新
了联农带农机制，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通过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和农牧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的培育，把联农带农作为引
进企业和获取政策支持的重要参考指
标，引导经营主体与农牧民建立联结机
制，产业园组织化程度逐步提升，农牧
民人均收入均高于园区外平均水平。

我区已建成14个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市纪委监委召开全市粮食购销领域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调度推进会

草原铁路10月11日起实施新运行图
呼和浩特至北京单日运能将增加近4000个坐席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中
铁呼和浩特局获悉，10 月 11 日零时
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
行图。该局将根据客流变化，优化列
车开行结构和铁路运输产品供给，客
货运输服务将更加便利高效。

调图后，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
铁呼和浩特局实施“日常线+高峰（周
末）线”的列车开行方案，共计开行进

京动车组列车36对，其中日常线列车
27对（“G”字头高铁列车 14对、“D”字
头动车组 13 对），高峰线列车 7 对
（“G”字头高铁列车），周末线列车2对
（“D”字头动车组），较调图前增加单
日运能近4000个坐席。

调图后，呼和浩特至北京间最多
将开行 36对动车组，其中有 2对“D”
字头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包头至北

京间最多将开行6对动车组，其中有3
对“D”字头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此
外，还增开呼和浩特东至西安“D”字
头动车组 1对，较调图前两地间运行
最快的列车旅行时间缩短4小时26分
钟，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货运方面，针对四季度货运需求
旺盛的情况，此次调图铁路部门优化
中欧班列开行方案，增开石家庄、新港

至二连，徐州北、南京至二连中欧班列
2列，为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增
添更多运能。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调图后客货
列车开行相关变化和服务资讯，旅客、
货主可通过铁路 12306、95306 网站、
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关注铁路
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火车站公告，以
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

国庆假期来临，我市消
费需求攀升。昨日，记者走
进我市大型超市，看到各种
商品琳琅满目，节日市场供
应充足，货品丰富，价格稳
定，为广大消费者营造和
谐、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
环境。

■本报记者 云静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10月1日，
“启程吧！人民红”人民网走进呼和
浩特暨“黄河几字弯 草原都市行”主
题活动在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开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勇出席
并致辞。

“人民红”快闪车由陕汽重卡改
装，整车以“我和我的信仰”为主题，
凸显“人民红”“建党百年”元素，力
求现代感、青春感、科技感，同时结
合人民网重磅 IP“启程吧！人民红”
打造地域特色文化活动。“启程吧！
人民红”快闪车此次来到美丽青城，
驶入老牛湾景区、敕勒川草原传递

“百年追梦，奔向未来”的精神，为黄

河与草原增添了一抹亮丽红色。
唐勇在致辞中表示，“启程吧！人

民红”人民网快闪车满载党史内容、辅
以科技手段，深入全国人民之中，撒播
时代精神的种子。呼和浩特革命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多
彩。乌兰夫、多松年等革命先驱在这里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
可歌可泣的红色史诗。本次活动走进
革命老区，重温红色历史，是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指示的一次生动实践，必将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激发新的活力。

此次活动开启了“建设北部敕勒
川草原景观文化旅游带和南部黄河
景观文化旅游带”的新征程。

“启程吧！人民红”

人民网走进呼和浩特暨“黄河几字弯草原都市行”
主题活动在老牛湾开幕

沿黄七盟市文化旅游推介暨呼包鄂榆乌
精品旅游线路宣传推广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10月1日，
2021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
游季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文化旅
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清水河县老
牛湾国家地质公园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勇出席
并讲话。

唐勇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自
治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落实黄河流域内蒙
古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工
程。如今，黄河流域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之一，内蒙古黄河几
字弯生态旅游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
新机遇。本次系列活动以“畅游几字

弯、感悟黄河魂、爱上敕勒川、全民大
联欢”为主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开放合
作，坚持一体策划、一体组织、一体
推动，依托老牛湾壮美的自然景观，
深入挖掘整合我市黄河流域文化旅
游资源，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多彩
的活动，吸引人们走近黄河、了解黄
河、爱上黄河，为庆祝新中国 72 周
年华诞增添北疆亮丽风采。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呼和浩特市
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清水河县政府承办。

2021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季暨呼和浩特
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老牛湾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慧慧）9月30日，
市纪委监委召开全市粮食购销领域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调度推进
会。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
任崔振武和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徐守冀出席会议。

崔振武就抓好专项整治工作强
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深”上见思想，
坚决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开展专项整
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严格按照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自治区纪委监委的要求，把
专项整治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
行动，切实推动粮食系统持续健康发
展。要在“严”上下功夫，主动扛起责
任。从严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

和主管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以及国有粮
食企业执行责任。要在“细”上作文章，
统筹推进整治。细化机构设置、监督责
任、专项巡察，上下联动，凝聚工作合
力，坚决守护好“首府粮仓”。要在“实”
上出成效，交出合格答卷。在查处典型
案件上见实效，在以案促改上见实效，
在健全长效机制上见实效。坚持“三
不”一体推进，把当下改与长久治结合
起来，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切实解决
一批问题、查处一批案件、建立一批制
度，坚决扫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腐败沉
疴、作风顽疾和各种乱象，坚决净化修
复粮食系统政治生态，为维护首府粮
食安全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10月1日，
2021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
季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系
列活动之沿黄七盟市文化旅游推介暨
呼包鄂榆乌精品旅游线路宣传推广发
布会在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举行。

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增进多地互
动合作、激发文旅产业活力、促进全域
旅游产业发展，借助此次黄河几字弯生
态文化旅游季之机，大力促进呼包鄂榆
乌城市的文化旅游事业整体融合和发
展。呼和浩特市特推出呼包鄂榆乌精
品旅游线路，通过腾讯新闻专题、朋友
圈信息流等形式进行线上宣传及推广。

此次推广的线路共4条：线路一（边
塞旅游）：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内蒙
古博物院、昭君博物院）-乌兰察布市（辉
腾锡勒草原、苏木山风景旅游区）-包头
市（美岱召、北方兵器城）-鄂尔多斯市
（响沙湾、康巴什新区、成吉思汗陵）-榆
林市（府谷黄河入陕第一湾（龙湾、莲花
辿）、靖边波浪谷丹霞地貌景区）

线路二（研学旅游）：呼和浩特市
（伊利工业园区、蒙牛工业园区、莫尼山
非遗小镇）-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
山）-包头市（包钢园区、北方兵器城）-

鄂尔多斯市（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榆
林市（榆林古城、榆林红石峡景区）

线路三（红色旅游）：呼和浩特市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乌兰夫
纪念馆）-乌兰察布市（集宁战役纪念
馆）-鄂尔多斯市（延安民院城川旧址）-
榆林市（靖边小河会议旧址、绥德革命
历史纪念馆）

线路四（马文化旅游）：呼和浩特市
（敕勒川草原、神泉生态旅游景区、千古
马颂、甲兰板马头琴音乐小镇、奥威马文
化生态旅游区、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
场）-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草原、岱海旅
游区、林胡古塞生态旅游区）-包头市（希
拉穆仁草原）-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草
原、响沙湾、康巴什新区、成吉思汗陵）

据介绍，推动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
态文化旅游，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举
措，也是向海内外游客充分展示内蒙
古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持续不断打
造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品牌的重
要行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
斯市、乌兰察布市、乌海市、阿拉善盟、
清水河县在会上做文旅推介。

“欢购敕勒川·最炫青城范”

2021年首府商务领域“百日惠民消费季”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