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到金秋时节，托县黄河岸边的“一溜湾”，家家户户都会被一串串鲜红的辣椒妆点得红红火火，处处都是火热的丰收景象。
托县红辣椒是一种晒干辣椒，是呼和浩特市家喻户晓的知名特产之一，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栽培历史悠久，形状如灯

笼，故得美名“灯笼红”。火红的辣椒也让农民过上火红的日子。
近年来，托县结合地方饮食特色，依托农民合作社全力打造辣椒品牌，油炸辣椒、西红柿辣椒酱、辣椒油、辣椒面等系列产品

深受四方宾客青睐，已成为人们走亲访友、佳节送礼之佳品。目前，全县辣椒种植面积为3120亩，亩产4000到5000斤，晾干后每
斤售价可达到20元，年产值20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乌力更 摄

“灯笼红”晒丰收

习近平将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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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大力培育“六大产业集群”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就俄罗斯飞机失事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本报讯 10月 11日，第七届中国科学数据大会在
呼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于贵瑞，中国工程院
院士孙九林、张明高等40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齐
聚呼和浩特，围绕科学数据的有效管理、集成整合、开
放共享等开展学术研讨。

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海东
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特别是依托全国最大的云
计算基地，抢抓国家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的重大机遇，全力推进“中国云谷”建设，成功获批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

贺海东说，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呼
和浩特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以大数据、云
计算为特色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作为今后五年
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进行了谋划和部署。呼和浩特数
字经济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次科学

数据大会必将为呼和浩特推进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活力，必将为首府全面建设现代化区
域中心城市、打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提供强大的科
学数据支撑和人才智力保障。真诚期望与大家围绕科
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呼
和浩特一定会以最大的力度，为大家提供最优惠的政
策、最便利的服务、最强力的保障。

会上，和林格尔新区与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野外台站科学数据战略合作协议、国家
科学数据中心分中心也分别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国信
息协会科学数据专委会举行了揭牌仪式。

据了解，此次大会为期两天，以“科学数据与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为主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明高、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教授梁顺林、中
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园春为大会作报告。
大会还设置了三类主题25场分会。

副市长徐守冀，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主任朱建国
参加大会开幕式。 （李海珍）

第七届中国科学数据大会在呼举行
贺海东致辞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10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海东会见内蒙古公路交
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贵一行，双方就首府三环
路项目建设有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贺海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戴贵一行表示欢
迎，对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长期以来
对首府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呼和浩特正在全面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衷心希望该公司进一步发挥资
金和规模优势，创新合作模式，加大投入力度，在首
府三环路项目建设上给予重点支持。呼和浩特市

政府将积极与企业进行对接，尽快制定可行性合作
方案，为地企合作提供良好优质的服务，努力将双
方合作推向新阶段、新高度，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
赢。

戴贵说，公司十分重视与呼和浩特的合作，会积极
创造有利条件，共同推进三环路项目建设。同时，公司将
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呼和浩特在道路、桥梁、管
网、绿化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为
推动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市领导刘程民、张永文，市政府秘书长张仲东及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贺海东会见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贵一行

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市委对我市
未来五年产业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在产业定位上，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重要要求，首府要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民营经济，重点培育“六大
产业集群”。

——培育以乳业、草种业为龙头的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围绕从“一棵草
到一杯奶”，形成“研发-生产-市场”的全产
业链，牵引带动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做强做
优，全力建成“世界乳都”。

进入 10月气温逐渐转凉，在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项目施工现场，车辆来回穿
梭、塔吊起起落落，大型机械轰鸣，壮观的
建设场景令人振奋，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
紧张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项目年产6万吨
高端婴儿奶粉项目总投资21.19亿元，总体占
地面积520亩，共有七大单体，目前奶粉工厂
的工程量已经完成75%以上，七大单体均已
封顶，进入设备安装和装饰装修阶段，项目整
体将于2022年5月底投产。”伊利现代智慧健
康谷项目奶粉项目助理经理汪磊介绍说。

在奶粉项目七大单体全部封顶的同

时，这里液态奶工厂项目的工程量也完成
了 50%。随着项目的逐个落地，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将整合全球性资源，构建起千
亿级奶产业集群式发展与一二三产融合式
发展的新格局。

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项目快马加鞭
建设的同时，位于和林县的蒙牛中国乳业产
业园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中，新建的蒙牛八期
大低温板块项目年内即可部分实现投产。

——培育以绿色电力为基础的清洁能
源产业集群，加快煤电清洁化、绿色化改
造，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
产业，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
公司将能源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相结合，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综合智慧能源，全力推
进清洁能源基地开发，积极布局储能、分布
式光伏等新产业、新业态，全力构建综合智
慧能源系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呼市合作，
努力为呼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建平说。

“龙源电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运营
商，要在首府清洁能源建设上发挥积极作
用，未来五年我们将在呼市投资 300亿元，

开发建设400万千瓦的风电和光伏产业，为
打造零碳城市、零碳县城、零碳园区贡献力
量。”内蒙古龙源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马艺峰说。

——培育以节能低碳为方向的现代化
工产业集群，按照“能化一体”思路，提高煤
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积极发
展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促进煤化工、石油
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将按照
呼市今后五年总体发展思路，依托一百万
吨乙二醇项目，投资建设国家产业政策鼓
励的新型精细化学品延链补链一体化项
目，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未来五
年，我们将充分利用呼市产业和资源优势，
加快项目推进速度，全力推动首府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
司化工事业部二部副部长金鹏对首府和久
泰未来发展都充满信心。

——培育以电子级硅材料、智能技术
为引领的新材料和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推动电子级硅单晶、碳化硅、碳纤维、富
勒烯、新能源动力电池新材料、芳纶纤维有
机新材料、陶瓷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制造、
风电设备制造等产业发展壮大。

随着中环光伏单晶硅五期项目投产达
效，我市光伏单晶晶体年产能 55GW，已形
成了全球质量最优、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效单
晶硅材料研发与制造中心。（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1日就一架俄罗斯飞机失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飞机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对遇难者表

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2日以视频方式出席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截至 9月底，我市通过“一
卡通”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70274.21万元，发放资金补
贴种类共计9个领域57类73项。其中，发放的六大民
生类补贴资金占比较大。

据了解，1至 9月，我市通过“一卡通”累计发放
农民补贴资金 158602.1 万元，占 93.15%；城镇居民
补贴资金 11672.11 万元，占 6.85%。覆盖全市 89 个
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其中，农村补贴对象 2718873人
次 ，占 94.68%；城 镇 居 民 补 贴 对 象 152639 人 ，占

5.32%。
发放的六大民生类补贴资金分别为：社会保障

类、农业类、工资补助类、林业类、计划生育补助类和
建设类补贴。其中：社会保障类补贴资金78804.38万
元，占 46.28%；农业类补贴资金 62836.58 万元，占
36.9%；工资补助类补贴资金 11232.85万元，占 6.6%；
林业类补贴资金 9400.65万元，占 5.52%；计划生育补
助类补贴资金 3820.35万元，占 2.24%；建设类补贴资
金3166.19万元，占1.86%。

截至9月底

我市通过“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170274.21万元

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提前完成调试实现达标排放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10月 10日，记者从市水务

局获悉，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提前完成调试实
现达标排放，该工程的建成和投入运行，将有效提升
我市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

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是我市“十四五”规
划重点项目，是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的重要工
程。工程设计处理污水规模为 12万吨/日，污水处理
采用巴顿甫脱氮除磷工艺+高效沉淀池+深床滤池+
臭氧氧化工艺，出水水质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工程总投资

5.82亿元。
该工程于 2020年 6月 10日开工，今年 8月 1日通

水。通水后，市水务局立即组织春华水务公司抽调技
术骨干力量组成专业技术团队对污水处理厂进行调
试，于8月15日完成班定营一二期污水处理厂优质污
泥混合液菌种送往三期生化系统工作，有效缩短了工
艺调试时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市水务局精
心组织技术团队经过近2个月日夜奋战，于10月8日顺
利完成调试工作，比预期完成时间提前20多天。经第
三方检测机构驻场24小时采样检测，班定营污水处理
厂三期工程出水全部满足设计标准，具备生产能力。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10月11日从中铁呼和
浩特局获悉，自 10月 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四
季度列车运行图，呼和浩特与西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
列车。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后，呼和浩特与西安间每日
开行动车组列车1对，10月11日首开西安至呼和浩特

东的D778次动车组列车，10月 12日首开呼和浩特东
至西安的D777次动车组列车。此次开行的动车组列
车采用有“绿巨人”之称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途经呼
和浩特、鄂尔多斯、榆林、延安、西安等城市，全程运行
1016公里，最快用时 8小时 21分钟，较之前普速列车
运行时间缩短4个小时以上。

呼和浩特与西安间首开动车组列车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截至目前，我市
创建绿色矿山 28家，组织实施地质环境治
理项目 22个，治理砂坑 20个，新增林地面
积 3351.50 亩，新增草地面积 1550.37 亩，
新增水域面积 405.75亩，新增（恢复）耕地
面积 1011亩，新增亭台楼阁人工湖式花园
2 座，占地 1909.82 亩；组织实施地质灾害
治理项目 12个，地质灾害治理项目保护避
险居民 27640人次。这是记者日前从市自
然资源局获悉的。

今年以来，市自然资源局坚持“生产
矿山企业治理抓监管、促规范，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治理抓引导、出实效，矿山地质
环境详查抓细化、打基础”的思路，多策
并用，不断加强生产矿山企业恢复治理
工作，通过争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项目，筹措落实社会资金实施区域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有效改善我市
的矿山地质环境。深入开展调查，全面

摸清矿山地质环境情况。目前，我市制
定了《呼和浩特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
综合治理方案》，安排部署矿山地质环境
详细调查及规划编制工作，分阶段安排
部署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治理和保护工
程，有力推进我市矿山地质环境整治。
通过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建立全市矿山
地质环境监测体系，进一步认识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掌握矿山地质环
境动态变化规律，预测矿山环境发展趋
势，为合理开发矿产资源、保护矿山地质
环境、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建
设新型绿色矿山、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监
督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不断强化监管，
加快推进生产企业恢复治理。督促企业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制定年度治理恢复计划，并按计划开
展恢复治理。目前，我市除政策性关闭、
保护区退出等不能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矿山企业外，其余
矿山企业均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

紧抓历史机遇，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将全市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纳入治理内容，通过项目实施，有效解决
部分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项
目周边地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积极筹
措资金，自行开展恢复治理。在历史遗
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面，对计划经济
时期老矿山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采取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吸收社会资金
的办法筹集资金逐步进行治理；废弃、无
责任主体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采取政
府投入为主、地方政府筹措为辅的办法
逐步进行治理；对生产矿山的地质环境
治理，采取“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采
矿权人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
体。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整体谋划，协同力量，强力推动
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全市形成了政府
引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第三方评估、
社会监督的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工
作体系，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我市多策并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