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6月11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
委书记贺海东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业
企业座谈会，了解重点工业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听取重点工业企业推动首
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通报了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14 家重点工业企业代表作了发
言。

贺海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全市
重点工业企业长期以来对首府经济社
会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
重点工业企业为首府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呼和浩特市将为企业发展做好
全力保障。各地区各部门要做好政策
保障，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对接，帮助企
业了解各类政策规定；要做好金融保
障，当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桥梁，全力

为加强银企合作创造条件，推动银企
合作深入开展；要做好物流保障，确保
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指导企业做好
货源采购、调运、配送工作；要做好服
务保障，建立重点工业企业联络机制，
畅通企业诉求渠道，开展遍访重点工
业企业活动，切实有效解决企业反映
的困难问题；做好兑现保障，继续加快
各项惠企政策的兑现进度，确保政府
红利更快送到企业手中。

贺海东希望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坚
定信心决心，有态度、有措施、有行动，
努力为全市、全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领导徐守冀、张永文、朱建国，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刘占英，市政府秘书长刘健文及相关
部门、地区、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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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贺海东会见新华社内蒙古分社
社长于长洪一行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强调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活力青城·乐享消费”大型商超
进社区惠民促销活动启幕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贺海东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业企业座谈会

极目楚天千帆竞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湖北篇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在《大公
报》创刊 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
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
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

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
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
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
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
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
献。

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
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
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大公报》创刊 120 周年庆祝仪式
12 日下午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

是目前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
的中文报纸。2016年与香港《文汇报》
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加
快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港、面
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北考
察，对湖北各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湖北改
革发展指明方向。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湖北向着经济更好、结
构更优、质量更高、后劲更足、实力更强稳健前行，荆
山楚水充盈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落到实处。”“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
的方式行不通了，必须依靠创新。”2013年 7月、2018
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来到被誉为“中国光
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考察，对加强科技自主创新提
出要求。

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
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
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我们自己的品牌产
品，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下转第3版）

首府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海
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将获中央财政11
亿元的资金支持。喜讯传出，全市上下
为之雀跃，财政、住建、园林等部门纷纷
表示要做好“水文章”，答好“生态卷”，
让这座美丽的城市有“面子”，更有“里
子”；有“颜值”，更具“内涵”。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
概念，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能够
适应环境变化，应对雨水可能带来的自
然灾害。自 2015年开始申报海绵城市
试点和示范城市以来，我市持续完善体
制机制、不断探索经验做法，逐步形成
了“山、城、草、水”一体的治理模式，成
功推广了“沙坑渗蓄”“空中水槽”以及

“草坪停车场”等“海绵”典型经验，先后

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等称号，建成
了5大片区、55.8平方公里“海绵”区域。

自从家门口的成吉思汗公园成为
海绵型公园试点后，市民刘琦发现公园
内山体部分的树穴修整成了鱼鳞穴，公
园大量种植了乡土植物，形成多层次植
物结构，听说这样可以滞留、渗透更多
雨水；园路、广场的路面稍高于相邻的
绿地，便于雨水汇入绿地；环湖路面换
成透水混凝土路面，雨水可以直接渗入
土壤补充水分。这几年，看着公园越来

越美，刘琦打心眼里高兴，只要有空，她
总会约上朋友进公园赏赏景聊聊天，特
别惬意。

几乎每天上午，刘大爷总要陪着老
伴准时去逛公园，这个公园就是家门口
新建的启航路节点口袋公园。踩在灰
色碎石子小路上漫步而行，四周绿树成
荫，五彩缤纷的花朵点缀其间，微风拂
面，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推门见绿、抬
头赏景、起步闻香”，这让两位老人幸福
感满满。“这里的石子细，踩在上面一点
都不硌脚，听园林工人说，这种路面透

水性强，一下雨，雨水自然下渗，路面没
积水，还能给周围的花花草草补补水，
多好呀，我都盼着快点下雨了。”说到
这，刘大爷爽朗地笑了。

在敕勒川大街和东二环路交会处
有一个口袋公园，透水白沙景观结合景
石点缀花境，用园林废弃物改成的座
椅、铺装等园林景观设施，将韵雅趣幽
的特色完美呈现，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
雅趣园，这里的雨水花园景观和透水白
沙点缀的花境最吸引人。

雨水花园，意思是把下雨后周围的
积水全部储存在这里，就像海绵一样，
把水吸进去，然后蓄水、渗水、净水，需
要时，再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下转第2版）

首府全域构建海绵城市 内外兼修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记者 宋向华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近日，市文旅广电局发布6条非
遗研学精品旅游线路，以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提前做好旅
游安排，尽情享受青城之美。

这6条非遗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分别是：
敕勒川部落非遗之旅。旅游线路：内蒙古展览馆—马

头琴音乐小镇—敕勒川草原—网红恼包村桃李源民族大
集/讨思浩嘉良莜面村。

大青山万里茶道红色之旅。旅游线路：莫尼山非遗小
镇—武川县德胜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石磨莜面传习基地。

城市之根黄河之旅。旅游线路：玉泉区大召景区—托
县云中郡故城遗址—东胜卫故城—河口非遗村—黄河麦
野谷。

黄河岸线非遗之旅。旅游线路：托县河口非遗村—
郝家窑—神泉—清水河县喇嘛湾尚青河果丹皮传习基
地—岔河口公主德政碑—柳青河古源口—老牛湾国家
地质公园—宏河镇瓷艺传习基地。

和亲文化非遗之旅。旅游线路：玉泉区昭君博物院/
土默特皮画传习所—和林县盛乐博物院—南山公园非遗
基地—清水河县口子上村公主府德政碑—老牛坡红色景
区。

敕勒川生态长廊非遗之旅。旅游线路：大青山红色文
化公园—莫尼山非遗小镇—乌兰夫纪念馆—哈素海/敕勒
川二人台传习基地。

6条非遗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带您尽享青城之美

近日，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呼和浩特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暨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复工复
产线上线下直播活动在托县进行。图为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皮影戏。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张智斌 摄

本报讯（记者云艳芳）由市商务局主
办、市民政局及各街道办事处协办的“活
力青城·乐享消费”大型商超进社区惠民
促销活动于6月11日启幕。

当日上午10时，记者在新城区团结
小区的中心公园内看到，北京华联“移动
超市”已经支起了几十个摊位，走进“移
动超市”，只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工作
人员忙碌地接待着前来购物的居民。

据市商务局局长李红介绍，本次活
动在便利购物方面，聚焦粮油食品、肉
类蔬菜、日用百货和家用电器等居民生
活必需品和家电升级新产品，通过打折
让利、以旧换新、新品推介等多种促销
方式，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品质消费需

求。在便民服务方面，一是组织社区志
愿者与大型商超企业联动，特别是针对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居民，开展送货
上门活动；二是组织家电企业安排专业
人员开展家电免费维修、保养、检测等
现场服务活动；三是组织商超企业利用
线上小程序、微信群与社区居民建立线
上对接机制，构建起常态化“一对一”购
物服务模式，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
消费需求。

据了解，6月 11日，我市有 10个社
区（小区）同时启动惠民促销活动。本
次活动充分利用节假日等时间节点，将
持续至 10月底，在市四区符合条件的
社区（小区）实现常态化全覆盖。

本报讯 6月11日，自治区党委常
委、市委书记包钢，市委副书记、市长、
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海东，会
见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于长洪一行
并座谈交流。

座谈中，包钢介绍了呼和浩特市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为内蒙古确定的战略定位，探索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的思路与举措。包钢说，
呼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了呼和浩特

“争创三个城市、打造四个区域中心、
推动融入四大经济圈、建设五宜城市、
培育六大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今
年，呼市完善了2021—2035年国土空
间规划，构建了中心城区和白塔生态
宜居片区、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城
融合片区以及南部和林格尔副中心的
城市格局。年内三环路等城市内部高
架路网将全部通车，3至5 年内消除城

区 106 条“断头路”，还将下大气力抓
好教育、医疗等民生社会事业。通过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打造高
品质宜学宜养城市等各项措施，吸引
人口、集聚人口，努力打造现代化区域
中心城市。他希望新华社内蒙古分社
能够进一步关注首府、支持首府、宣传
首府，对首府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促
进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于长洪感谢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
长期以来对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各方面工
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呼和浩特市未来
发展体现了地方特色，呈现出诸多亮点，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将进一步深入挖掘和
传播呼和浩特市发展亮点和发展经验，
认真研究报道方案，全面深入反映首府
发展成就，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舆论支持。

市领导唐勇、刘继英及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 （李海珍）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6月12日上
午，我市 3758套公租房房源进行了公
开摇号配租。

此次公开摇号配租由市住建局组
织实施，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面
向全市中低收入群体进行。市四区符
合此次摇号配租条件的申请人共计
13773人，分别为：新城区2072人；回民
区 2881 人；玉泉区 5656 人；赛罕区
3164人。

参加此次公开配租的公租房项目
共计 30个，提供 3758套房源参加摇号
配租，市内四区摇号配租房源情况如
下：

新城区（1592套）
1.“塞外·安居新城”公租房项目，

房源套数：680套，户型面积：35—50平

方米/套。
2.“惠新苑”公租房项目，房源套

数：202 套，户型面积：35—50 平方米/
套。

3.“塔利”公租房项目，房源套数：
99套，户型面积：35—50平方米/套。

4.“鸿盛工业园区”公租房项目，房
源套数：50套，户型面积：68—74平方
米/套。

5.“明祥园”配建公租房项目，房源
套数：385 套，户型面积：33—50 平方
米/套。

6.“盛世名筑”配建公租房项目，房
源套数：113套，户型面积：35—49平方
米/套。

7.“中交上东国际”配建公租房项
目，房源套数：60套，户型面积：44—55

平方米/套。
8.“天福苑”配建公租房项目，房源

套数：2套，户型面积：55平方米/套。
9.“公园世家”配建公租房项目，房

源套数：1套，户型面积：50平方米/套。
回民区（346套）
1.“塞外·安康新居”公租房项目，

房源套数：218套，户型面积：35—70平
方米/套。

2.“恒大雅苑”配建公租房项目，房
源套数：47套，户型面积：35—50平方
米/套。

3.“金城·百合商住小区”配建公租
房项目，房源套数：36 套，户型面积：
35—50平方米/套。

4.“海亮广场二期”配建公租房项
目，房源套数：45套，户型面积：39—62

平方米/套。
玉泉区（988套）
1.“祥和苑”公租房项目，房源套

数：391 套，户型面积：35—50 平方米/
套。

2.“康居家园”公租房项目，房源套
数：286 套，户型面积：35—50 平方米/
套。

3.“怡景萃华林”配建公租房项目，
房源套数：10套，户型面积：35—50平
方米/套。

4.“秋实·璟峯汇”配建公租房项
目，房源套数：10套，户型面积：35—50
平方米/套。

5.“万锦·枫泽湾”配建公租房项
目，房源套数：35套，户型面积：40—46
平方米/套。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日，自
治区商务厅确定了首批自治区级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首府
成功入围。这对我市提升城市生活
服务便利化、标准化、品质化水平，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
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今年 3月，按照国家、自
治区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相关文件精神，我市启动了申
报准备工作，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
导为组长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了召开工作推进
会、摸底调研、申报编制方案等有效

举措。
按照“两年试点，三年推广”的总

体部署，我市今年计划打造10个布局
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
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城市
便民生活圈；计划到 2026年，城市建
成区90%以上社区实现便民生活圈服
务覆盖，在服务基本民生、促进消费升
级、畅通城市经济微循环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从科学优化
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
壮大市场主体、引导规范经营等方面，
持续推进城市生活服务便利化发展。

我市成功入围首批自治区级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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