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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为进一
步深化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推动
黄河流域城市和胶东半岛城市群
合作，近日，“时尚青岛·活力之城”
2021来自大海的邀约青岛沿黄流
域万里行推介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青
岛沿黄流域万里行首场推介会，青
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呼和浩特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战略合作签约，两
地将以旅游为媒介，以文化文明为
连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呼和浩特机场开展除冰雪演练

10月18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发起，内蒙古昕海铭悦运输有限公司、蒙牛集团未来星学生奶业务部、天津航空公司
内蒙古分公司爱心赞助的“爱在身边·爱心厨房”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走进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为该校学
生送去了米面油等，在改善孩子们伙食、增加营养的同时，助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现场,自治区道德模范魏刚、市道德模范李原结合自身善举，为同学们讲了充满正能量的“特殊一课”。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自治区道德模范、内蒙古昕海铭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岭表示，在参与本次活动前，通过

《呼和浩特晚报》的平台得知该校为学生提供免费食宿，且大多学生为留守儿童，所以食材方面需要更多的供应。为此，
他们特别挑选更有营养的食材捐赠给学校，希望用爱心企业力量关爱少年儿童，共育美好未来。

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校长富国贤动情地说：“感谢呼和浩特日报社搭建的爱心平台，持续多年通过公益活
动为我校送温暖。感谢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无私捐助，用爱心温暖了全校师生的心。” ■本报记者 苗青 文/图

“爱在身边·爱心厨房”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走进西乌兰不浪镇中心学校

本报讯 为提高呼和浩特机
场除冰雪保障能力，积极做好即
将到来的冬季除冰雪工作，降低
冰雪天气对道面运行安全带来
的影响，近日，呼和浩特机场利
用夜航结束时间段，组织开展了
2021-2022年度首次冬季除冰雪
演练。

本次演练针对呼和浩特地
区往年降雪天气，模拟降雪天气
下机场跑道、滑行道不间断除雪
作业。演练共出动除雪车辆 20
辆，除雪作业人员30人。

（郭文成）

青岛沿黄流域万里行推介会在呼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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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加强财务信息公开工作
中铁呼和浩特局

积极抢运电煤保障供应稳定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保障电
力、煤炭供应稳定，中铁呼和浩特局
多措并举抢运电煤。

该局与自治区7个盟市地方政府
工信、发改等部门实行电煤应急保供
联动工作模式，建立日沟通机制，及
时掌握管内电厂的供存耗情况和重
点电煤运输需求，盯控电煤装车兑现
情况，努力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运输保障。

针对东北冬季供暖的实际，中铁
呼和浩特局充分运用集宁至通辽、锡
林浩特至乌兰浩特铁路能力，加大装
车组织力度，优先满足内蒙古中部地
区到东北地区的电煤直达运输需
求。对省外企业提出的应急保供需
求，组织人员深入东北、华北等地电

厂，动态掌握卸车、库存及消耗情况，
优先保供库存7天以下的电厂和供暖
企业用煤需求。同时，加快车辆周
转，保证电煤运送第一时间到位。目
前与中铁呼和浩特局签订中长期合
作协议的电厂和供暖企业共66家，平
均存煤可耗天数保持在14.4天。

中铁呼和浩特局按照“调结构、
增能力、守底线、保增长”的保供思
路，积极优化调整运力，发挥包西铁
路煤炭运输大通道优势，对电煤运输
车辆实行优先批车、优先配空、优先
装车、优先放行、优先卸车，加快铁路
专用线流通周转，与唐包、浩吉、大
准、东乌等数条煤炭运输大通道连线
成网，力保电煤日装车 5200车，全力
保障缺煤省市用煤需求。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0 月 18
日，在品牌资产研究专家凯度集团
发布的“建设可持续品牌”发布会
上，2021 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100 强
榜单出炉，伊利品牌依旧表现卓越，
品牌价值相比去年提升 85%，蝉联
乳品行业 No.1，连续九年问鼎乳品
类榜首。

随着中国市场迈向新发展阶
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正在向效
率、质量和可持续性转移，高质量的
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未来品牌建设的
关键。从 2020 年疫情下的逆势突
围，再到 2021年上半年营收 565亿，
足见伊利在品牌建设和战略部署方
面的成效。

经历疫情，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均面临深度调整，伊利持续发挥全
球品牌优势、创新优势和渠道优势，
今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伊利逆势上
扬，营业总收入 565.06亿元，同比增
长 18.89% ，实 现 了 高 质 量 稳 定 增
长。此外，常温液态类乳品市场渗
透率达 85.7%并持续走高，电商业务
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21.8%。随着
消费者触及数近 13 亿，伊利连续 6
年成为消费者选择最多的品牌。面
对未来，伊利将进一步优化全球资
源配置，加大创新产品研发，继续用
多元化、高品质的产品，满足消费者
的健康新需求，持续推动让世界共
享健康梦想的实现。

稳居乳业榜首

伊利斩获BrandZ百强榜“九连冠”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我市全面加
强财务信息公开工作，有效推进财政工
作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14.03亿元、同比增长
13.4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7.39
亿元、同比增长24.75%。

下一步，首府财政重点工作为：一
是做大财政收入总量。持续通过培育
财源、税费清欠、土地出让、转让国有股
权、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等措施，做大财
政蛋糕。同时，打好财政金融社会资本

“组合拳”，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基金
和科技创新引导基金落地进度。二是

强化财政支出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
度，发挥好直达资金惠企利民作用；更
大力度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
费”支出，将“过紧日子”要求落实落细；
统筹财力保障乡村振兴、燃煤散烧等政
策实施，支持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
牛中国乳业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加

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重点产业链投
入力度，助推高质量发展。三是在预算
安排基础上，广辟化债渠道；紧盯民生
改善、产业升级、政策支持的重大项目，
做好债券争取和使用；建立完善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台账，确保完成年度
清偿任务。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
健）记者日前了解到，为引导和规范

“小饭桌”的经营行为，提高“小饭桌”
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切实保障
在“小饭桌”就餐托管学生的饮食安
全和身体健康，全市校外托管机构
（小饭桌）全面检查和整顿正在进行。

据悉，这次专项检查和整顿中，
各级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重点从“小饭
桌”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持证情况、
是否有联合培训机构在托管期间进

行培训补课行为、从业人员健康体
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食品原
辅料采购查验、食品添加剂管理、经
营场所卫生条件等重点内容严格进
行检查。目前，已发现有的校外托管
机构（小饭桌）不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管理，市场监管部门现场进行反馈告
知并责令及时整改，对不执行整改的
托管机构（小饭桌）责令停业整顿或
吊销营业执照，对造成学生人身安全
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我市全面开展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专项检查和整顿

2021 年 10 月 17 日，西安市在旅
游人员中发现，10月 15日 13∶38在嘉
峪关机场乘坐 MU2165 次航班（嘉峪
关—西安）抵达西安的 2名乘客核酸
检测阳性；18日，与二人共同包车旅
游的另外6人也被确诊。上述人员从
10月9-17日期间曾到过陕西西安-甘
肃张掖-甘肃酒泉市-内蒙古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甘肃嘉峪关等多个城市，另
有一人乘火车返回银川。为扎实落实
呼和浩特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
态化防控策略，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结合我市实际，现公告如
下：

经初步核实，首发病例二人活动
轨迹如下：闫某，女，62岁；姜某，男，
65岁，两人系夫妻。10月 9日 13∶54
乘坐MU9649次航班（西安-张掖），座
位号（31A、31B），16∶06抵达张掖甘州
机场。由一嗨车行工作人员将租用车
辆（青ALU520）送至机场，并由一嗨车
行另一驾驶员驾驶车辆（青A9592D）
共同抵达入住张掖宾馆，18∶10步行
至祁连羊肉馆666包厢用餐，20∶03结
束用餐后步行回张掖宾馆。

10月10日，驾驶乘坐两辆租用车
辆于 9∶34—12∶54在平山湖大峡谷游
览，午餐在车上吃了自购食物；15∶48—
18∶00在七彩丹霞景区游览，后在景
区门口购买玉米，途经中国石油丹霞
加油站加油，于 19∶10进入丹霞高速
入口前往酒泉市金塔县。

10月11日，上午在甘肃省酒泉市
金塔县胡杨林游玩 2 小时左右后离
开，与同行人员驾驶租赁汽车（青
A9592D、青 ALU520）前往额济纳旗，
于 15∶00左右到达额济纳旗怪树林景
区，16∶43在黑城弱水胡杨风景区售
票厅购票，16∶51由B2普通通道进入

景区，从景区第四站点乘坐摆渡车到
达古城，后换乘摆渡车返回景区门口，
驾驶车辆前往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
到 18∶56通过赛马场卡口进入额济纳
旗达来呼布镇，20∶00左右入住额济纳
旗阳光小区大漠驿站民宿（阳光小区8
栋1号）。20∶35驾车到达额济纳旗达
来呼布镇达来呼布路居延名邸小区西
门南侧商户胡杨小厨餐厅二楼就餐，
21∶53离开餐厅，后返回民宿休息。

10月12日，上午在额济纳旗达来
呼布镇达来呼布路居延名邸小区西门
北侧桐楠阁餐厅就餐，后自驾前往居
延海景区，10∶09经北环十字路口前
往居延海，10∶53在居延海散客窗口
购票，10∶57进入景区，11∶00乘坐6号
摆渡车（车牌照56577）进入景区，13∶00
乘3号摆渡车返回景区出口，14∶00从
居延海景区返回，15∶00在学府花园
桐楠阁就餐，16∶00左右返回到民宿，
19∶00左右到桐楠阁餐厅 2楼包房就
餐，后开车至陶来酒店停车场，再步行
至胡杨林景区一道桥，然后步行返回
停车场（约步行 1小时 30分左右），后
返回民宿休息。

10月13日，8∶06在额济纳旗达来
呼布镇达来呼布路学府花园小区北侧
商户领头羊蒙餐羊蝎子火锅店吃烧
麦，8∶57由一道桥胡杨林景区二号门
进入游玩，13∶31桐楠阁吃饭结束，驾
车返回民宿。17∶50至18∶30该二人去
额济纳旗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18∶40至20∶30在桐楠阁
餐厅就餐后，驾车返回民宿，再无外出。

10月14日，8∶28桐楠阁就餐，9∶00
驾车离开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

10月 15日，13∶38在嘉峪关机场
乘坐MU2165次航班（嘉峪关—西安）
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16∶00出机

场后乘私家车，于 17∶00抵达西安唐
隆国际酒店。

10月 15-17日，除返回银川病例
外，其它 7名病例在西安的活动轨迹
涉及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西安唐隆国
际酒店、曲江南苑小区等场所；北京正
阳门烤鸭店（曲江庭院店）、老孙家饭
庄（东关总店）、朱雀大街乾州食府、侗
庆楼古法面新陕菜等餐馆；南湖、寒
窑、世博园、大唐不夜城、西安曲江美
术馆等旅游景点。

一、请与上述人员活动轨迹重合
的人员立即向所在地社区（村），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报告，并配合社
区（村），当地疾控中心主动落实核酸
检测、居家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如
有瞒报、缓报，一旦造成后果的，将依
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近期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出
现本土疫情的城市和地区旅游、出差、
探亲访友，如必须前往要做好防护；返
呼前要提前向单位和辖区报备，按相
关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
冠肺炎的有效措施，更是每一位公民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请符合条件但仍
未接种的市民尽快完成接种，共同构
建抗击新冠病毒免疫屏障。

四、全市各类宴会场所要严格落
实佩戴口罩、测温、健康码和行程码核
验等疫情防控措施，凡14天内有呼市
以外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城市来呼人员、境外来呼人员、
涉疫城市来呼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宴
会活动。举办 100人以上的宴会活动
要提前向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市场
监管部门报备。宴会承办方、活动主
办方共同承担疫情防控责任，共同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

五、商场超市、餐饮住宿、农贸（集
贸）市场、文化娱乐等重点场所及机
场、火车站、地铁、汽车站等公共场所，
要严格落实通风、消毒、卫生清洁、入
场体温检测、佩戴口罩、查验健康码等
防控措施。

六、广大群众要坚持“戴口罩（尤
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共场
所活动时）、勤洗手、勤消毒、常通风、
少聚集、一米线、用公筷、分餐制”等良
好卫生习惯。如出现发热、干咳、腹
泻、乏力等症状，要佩戴好口罩，及时
到就近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
排查和诊疗，就医过程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咨询电话：
呼和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471-6627113、6627106
新 城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6901455
回 民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6306994
玉 泉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5973029
赛 罕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6680742
土 左 旗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3188885
托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8528589
和 林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7191244
清 水 河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7912822
武 川 县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0471-8822235
呼和浩特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021年10月18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阿拉善盟、张掖市、酒泉市、西安市进入我市人员管控工作的公告
（2021年第40号）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杨卫
东 白玫）近日，我市“助力乡村振兴·科
技特派员成果系列展销会”正式启动，
在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优质农产品展
示展销中心（科创中心店）举办的首场
展销会便掀起抢购热潮。

武川莜面、清水河杂粮、赛罕区
蔬菜、新城区瓜果、和林羊肉、托县辣

椒……几百种参展物品都是我市科
技特派员指导培育的产品，不仅品质
过硬而且价格实惠，受到市民青睐。
首场展销会亮相的老郭红莓、蒙咯咯
土鸡蛋、武川土豆等农副产品被市民
抢购一空。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科技特派
员工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提

供了新动能。目前，科技特派员服务
全市的农业园区、基地达 379个，设施
数量 15092 个，基本覆盖了呼和浩特
95%以上的较大规模农业园区和基
地。广大科技特派员充分发挥自身专
业技术优势，围绕各旗县区优势特色
产业开展创业或服务，促进了新品种、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加速了农业科技

成果的转化。
据悉，“助力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

成果系列展销会”共举办24场，持续至
12月 28日，集中展示科技特派员助力
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宣传科技特派员
产品品牌，同时也为广大市民提供质优
价廉的本地农副产品，进一步丰富群众
的菜篮子。

我市“助力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成果系列展销会”产品受青睐
提供质优价廉本地农副产品 进一步丰富市民菜篮子

“四好农村路”铺就乡村振兴路
（上接第1版）“我们这村也挺偏，

原先想出门真是不方便，现在公交通到
家门口，还不止一趟车，心里甭提多高
兴了。”在敕勒川草原站等公交车的村
民王贵贵告诉记者，随着呼和塔拉大街
的建成通车，公交车也随之把站点设在
沿途各村口。“这公交车可不是摆设，每
天坐的人很多，除了附近的村民，还有
很多游客也是坐公交车来的。每隔二
十来分钟就有一趟。”王贵贵说。

和他一起等车的还有市民马慧
玲和她的朋友们。“我们去大窑村看
过芍药花，还坐公交车到圣水梁爬过
山。恼包村啊、敕勒川草原、水泉村
呀，我们都是坐公交车去的。非常方

便省事。我们也没想到那么远的村
子如今都已经有公交车了。”马慧玲
告诉记者，她们坐着公交车几乎玩遍
了新城区的所有“网红”村，“我觉得
这不仅是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更是提
升整个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村民们
也有了更加便捷的出行方式，我们再
也不用为了想去看山看景因为不会
开车而烦心了。”

打通交通“大动脉”，让乡村“进
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得畅”，让百
姓舒心地坐上“幸福车”，提升辖区居
民的生活品质，。随着农村交通发展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市的乡村振兴
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首府多措并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上接第1版）目前，班定营污水

处理厂三期工程已处于试运行阶段，
处理能力为一天12万吨，处理标准达
到优于一级A标准，调试合格实现达
标排放后，将使我市城区污水处理厂
实际污水处理能力由现在的每日 43
万吨，提高到每日 55万吨，城区污水
处理厂整体负荷率由 95%降低到
80%左右，将彻底消除因污水处理厂
超负荷运行和污水外溢导致的水环
境污染隐患，有效改善大小黑河水环
境质量，推动呼和浩特地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面对我市水资源短缺现状，严格
执行水资源管理刚性约束制度不可
或缺。

“下一步，我们在推进引黄三期
工程建设的同时，将加大再生水利
用，同时，按照‘四水四定’重要要求，
将从工业、农业、居民生活方面加大
全民节水力度，推进水资源高效利
用。”市水务局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工
程师李芳芳说。

近年来，为解决群众“心肺之患”，
我市加大燃煤、交通、扬尘等污染源综
合治理，今年截至10月6日，我市优良

天数合计 236天，达标率为 84.6%，比
2020年同期优良天数多出16天。

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定力，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的生态之城，是未来五
年我市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2021年，和林县计划完成造林总
面积 3.6万亩，目前重点区域绿化和
森林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今年的植
树工作已接近收尾，田素女也领到了
明年植树万亩的新任务。“我会传承
我父亲吃苦耐劳精神，永远做一名合
格的植树护林人。”

“我们水利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河
道流域管理，特别是要做好大黑河、
小黑河的‘五乱’清理，加强巡河队伍
建设，加强河道巡查巡保，加强水质
水面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
改。”赛罕区农牧水利局局长陈楚说。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分散
式锅炉供热清洁化替代工程，全面整
合小散供热企业，实现全市供热‘一
张网’和清洁取暖‘全覆盖’。”市住建
局局长张玮说。

（李海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