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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东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内蒙古曲艺骨干人才培训班在线上开班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生态牧场“产”出“智能”味道
●本报记者 云静 通讯员 马少媛

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就中刚关系正常化50周年互致贺电

2023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
艺术类新增23个本科专业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记者从和
林格尔新区获悉，目前，新区重点项
目建设进入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
键阶段，一个个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近年来，和林格尔新区以高质量
建设和林格尔人才科创中心为总抓
手，奋力打造自治区和首府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新
兴产业发展的主阵地、创新人才集聚
和成果转移转化的主平台。

前三季度，新区开复工项目 103
个，实际完成投资80.45亿元，同比增
长52.19%。列入市重点项目库的90
个项目 100%开复工，实际完成投资
68.62亿元，同比增长39.55%。

“ 东数西算”工程方面：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内蒙古
枢纽）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启动建

设，数据装机能力达72万台，全年实
施重点项目 14个、总投资 685.69亿
元，中国银行总行金融科技中心、内
蒙古农信信息科技中心、中国电信B
区数据中心等13个引领性项目已开
复工。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运行，新
区总出口带宽达 35.9T，与国内 18个
主要城市实现了直连，与北京互访时
延仅 10ms 左右。超算应用初显成
效，中科超算、青城之光超算平台共
为全国 310家高校企业事业单位提
供算力服务。

现代物流产业方面：新区规划了
两个物流产业园，即云谷片区智能电
商物流产业园和空港片区现代物流
产业园。截至目前，京东“亚洲一号”
智能物流园项目已建成投用，韵达内
蒙古快递电商总部基地项目年内投

入使用。
生物技术产业方面：目前已有博

奥医学检验所、子殷科技医学 3D打
印平台、中科基因第三方兽医检测检
验实验室、赛科星研究院、奥普赛细
胞治疗用血清研发生产、大溪生物制
品原辅材料生产等项目建成投用；内
蒙古大学家畜种质创新与繁育基地、
博晖生物人免疫球蛋白和微流控生
物芯片、科拓生物动植物微生态制剂
生产等8个项目开工建设。

社会事业项目方面：今年计划实
施社会事业重点项目 12个，总投资
84.26亿元，涵盖了教育、特勤服务、
社区卫生、保障性住房、防灾减灾等
多个领域。

此外，和林格尔新区作为自治区
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主战场，充
分发挥算力底座规模优势，加快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全力
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数
字产业化，力争到“十四五”末，新区
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500万台，通用
算 力 达 到 7000P，超 级 算 力 达 到
400P，建成呼包鄂乌—京津冀—长
三角“2 5 2 0”时延圈。搭建数字平
台 30个，年营业收入达到 200亿元。
绿色算力规模进入全国八大枢纽、十
大数据中心集群前列。建成全国绿
色数据中心集聚度最高、特色最鲜
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功能区；聚焦
产业数字化，力争到“十四五”末，数
字经济产值突破300亿元。

随着一个个高新产业加快推
进，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
级，一个个高质量项目落地建设，和
林格尔新区的发展的底气更足、实
力更强、质量更高。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11 月 23 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内蒙古曲艺
骨干人才培训班在线上开班。全区曲艺
骨干人才、曲艺从业人员 100 余人参加了
开班仪式。

连日来，我区曲艺界以多种形式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内蒙古曲
协举办这次培训，对曲艺骨干人才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当前曲
艺事业和曲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以更大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
精神，投身曲艺事业繁荣发展，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作贡献。

为此，主办方希望参加培训的各位
学员切实提高政治能力和创作水平，充
分发挥曲艺小切口、大主题，小人物、大
情怀，小曲种、大舞台的创作特点和独特
优势，创作推出更多既有高度又接地气
的曲艺作品，生动形象地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讲”到老百姓的
心坎里。

开班仪式后，由内蒙古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傅锁根教授作了题为

《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专题讲座，为学
员深入系统地解读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本报讯（记者 苗青）11 月 23 日，自治
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布《关于 2023年内
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本
科专业的补充公告》，明确 2023 年我区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新增 23 个本科专
业。

在新增的 23个本科专业中，美术类新
增 12 个 专 业 ：130411T 纤 维 艺 术 、
130412TK 科技艺术、130413TK 美术教育、
130513TK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350106
环境艺术设计、350107 美术、350108 公共
艺术设计、350109 游戏创意设计、350110
展示艺术设计、350111 数字影像设计、
350112 时尚品设计、360206 数字动画。

音乐类新增 1 个专业：130212T 音乐
教育。

编导类新增 3 个专业：360203 数字广
播电视技术、360204 影视编导、360205 全
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

其他艺术类新增 7 个专业：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30314TK 曲艺、
130315TK 音乐剧、350202 舞蹈表演与编
导、350203 戏曲表演、350204 舞台艺术设

计、360201 播音与主持。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考生

可根据本人特长、参照艺术类各类包含的
本科专业，结合报考院校对考生拟报专业
的统考类别要求和其他专业考试要求等，
选择相应的报考类别。

若招生院校其他艺术类专业根据学
科设置、培养目标等，要求美术类、音乐类
或编导类专业统考成绩合格的，招生计划
可列在美术类、音乐类或编导类之一，考
生应据此选择报考类别。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年
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22〕8 号），2023 年普通
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专业范围包括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
版）》和教育部 2021年、2022年公布的《列
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
名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以及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中高等职
业教育专科和本科专业“艺术设计类”“表
演艺术类”下设各专业和“民族文化艺术
类”“广播影视类”等部分专业。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11月24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贺海东一行调研疫情防控工
作。

贺海东一行首先来到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邮区中心，
详细询问企业环境消杀、物品消杀、车辆消
杀以及人员闭环管理等情况。他说，邮政
快递业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要坚持“人、
物、环境”同防，在管理细节上下足功夫，发
现问题漏洞，及时进行整改，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服务好全市人民。

随后，贺海东一行来到了玉泉区万和
家园附近的两家汽修店，详细了解经营情
况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叮嘱

店内工作人员要加强自身防护，同时严格
要求进店人员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等各
项防控措施。

在赛罕区新希望家园，贺海东详细
了解了小区流调排查、隔离转运、消毒消
杀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按照我市疫
情防控要求，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强化重
点部位管控，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阻断
疫情传播链条。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
作，及时告知群众疫情情况，及时了解群
众各类诉求，和群众一起打好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

市政府秘书长刘健文及相关地区、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关系正常化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刚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传统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两国建立合作共
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有力增进了
两国人民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刚关系发展，愿同齐

塞克迪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关系正常化 50周年为
契机，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
同开创中刚关系新局面。

齐塞克迪再次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他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刚中关系实现了
持续、良好发展。我愿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
刚中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近日，走进位于土左旗毕克齐镇
小里堡村的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记
者看到，在宽敞的牛舍中，一头头膘
肥体壮的奶牛从护栏中伸出头，正摇
头晃脑地吃着“大餐”。

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于2021年
初开工建设，总投资7亿元，牧场占地
为1600亩，规划奶牛存栏1.2万头，是
全球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绿色低碳观光
牧场。牧场现有奶牛存栏近6000头，
明年产犊后将达到规划存栏标准。牧
场正在成为融合科普教育、观光互动、
智慧体验、乳都牧业研学旅游于一体
的全球牧场新标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作为配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而建设的牧场之一，敕勒川生态智慧
牧场规划之初就以高标准为定位，设
施设备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我们这个牧场有一个优势，就

是奶牛产生的粪便通过智能化一体
发酵模式，经过自动化处理以后可以
变成奶牛卧床的垫料，同时产生的粪
尿发酵以后能够变成有机肥料。牧
场周边配套了 1万多亩种养结合用
地，可以将牧场生产出的有机肥料在
这片田地里还田，这片田地里生长出
来的饲草又能提供给牧场使用，实现
了绿色生态循环发展。”敕勒川生态
智慧牧场场长刘锋说。

而在离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往
南3公里的海流水库，这几天，天鹅、
灰鹤、红嘴鸥等成千上万只迁徙的候
鸟正在此处觅食嬉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大自然是
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近年来，土左旗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启动实施了海流水库
生态净化工程，有效改善了海流水库
水质、提升了周边生态环境质量。每
年都会吸引大量野生候鸟在此停留
觅食，栖息繁殖。

“通过这几年对水域的治理，海
流水库成为了每年候鸟迁徙的重要
中转站和补给点。从 2018年起，每
年都会有四五千只，甚至有上万只候
鸟不再南迁，永久“定居”在海流水
库。鸟的种类逐年在增加，目前就有
十五六种鸟类。”土左旗公安局生态

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
长王强介绍。

“生态好了，保护也跟上了，附近
群众自觉地不去打扰，各类候鸟的数
量自然就多了。”常年拍摄鸟类的摄影
爱好者朱俊刚自豪地说。“随着各类候
鸟数量的增加，周边地区来咱们这里
拍候鸟的摄影爱好者也在增加。”

在候鸟栖息觅食的同时，这几天
北什轴乡大圪奔村村民云钢军正在
把村里闲置的玉米秸秆打包成“草罐
头”，一排排秸秆瞬间被“吸”进打捆
机里自动旋转、压缩、捆绑，随即“吐”
出一捆捆圆滚滚的“草罐头”。

为推动秸秆再利用，有效改善空
气质量，北什轴乡广泛宣传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政策，引导广大群众
自觉禁烧。同时，积极推广秸秆打
捆作业，与秸秆回收利用企业对接，
对秸秆集中进行打捆作业，从源头
上杜绝秸秆堆积和焚烧现象，守护
蓝天碧水净土。 （下转第2版）

目前，我市在精准防控疫情的
基础上，正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许多店铺开门营业，许多低
风险区居民走出家门，工业企业开
始复工复产，交通物流正在恢复畅
通，这些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是全市上下夜以继日、不眠不
休奋力拼搏得来的。

然而，此时此刻首府的疫情防
控，也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
一旦出现纰漏就可能前功尽弃。所
以我们切不可因防控形势向好就有
所懈怠，必须保持定力，锚定动态清
零目标，严格落实好国家优化疫情
防控二十条措施和自治区“三快一
严”要求，以夺取全胜的斗志，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疫情要防住，危急关头显担
当，关键时刻看作风。各地区、各

街道社区以及 5 万多名“进院、进
群、进场”的包联干部要清醒认识
到，防控战场就是考场，有什么样
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就会交出
一份什么样的考试答卷。大家一
定要担当尽责、不辱使命，直面群
众、解决问题，引领群众在疫情防
控上不麻痹、不侥幸、不焦虑，真正
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
土有方、守土有效，努力在这场“疫
考”中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
答卷。

疫情要防住，离不开义无反顾
的医护人员、赴汤蹈火的公安民
警、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任劳任怨
的水电气暖保供人员……大家已
经日夜鏖战 50 多天，毫不夸张地
说，已是心力交瘁、身心疲惫，但在

战“疫”“攻坚拔寨”的关键时刻，更
需要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以一往
无前、再接再厉的奋斗姿态，全力
以赴、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筑起人民生命健康
和民生保障的“钢铁堡垒”。

疫情要防住，更离不开身在局
中的广大群众、小区居民。核酸、
抗原检测，多日居家监测烦躁乏
味，终于可以上街溜达、进店购物、
洗车理发、出城返岗……但是，大
家必须切记，随着社会面的放开，
疫情管控的难度和压力也随之增
加，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广大市
民一定要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在有序流动中，牢记“防疫三件
套”：做到戴口罩，保持一定社交距
离，注意个人卫生。科学做好个人
防护，往大处说是为社会为国家担

当，往小里说，也是为家庭为自己
负责。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疫情
要防住，你我都是责任人；决战决
胜抗疫，每个人都不能缺席。

行百里者半九十。疫情要防
住，不仅要比速度，还要拼耐力、
考验耐心。看到曙光，更需要咬
紧牙关、屏息聚力，坚持就是胜
利。只要我们咬定目标不放松、
坚定信心不动摇、积极行动不懈
怠，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
控这场硬仗。

（李海珍）

连日来，位于托县五申镇的量蕴农业公司抢抓当前有利天气，组
织大型机械，有条不紊地进行土地深松、深翻和秸秆回田作业，同时
进行冬灌工作。“深松深翻和冬灌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的
通透性和蓄水保肥能力，增强土壤团里结构，改良盐碱地，为明年提
高粮食产量和品质奠定基础。”公司大田产业部经理王玉良说。

入冬以来，托县农牧部门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切实
让秸秆做到三化（饲料化、燃料化、肥料化），目前全县玉米打捆离
田和秸秆回田已完成 46.3 万亩，占到全县玉米播种面积的
46.8%。同时县农牧部门和水利部门根据全县各地的土壤特点，
积极组织农民开展深松深翻和冬灌工作，目前深松深翻面积达到
29.35 万亩，冬灌目前已完成 34.1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32.8%。预计11月28日完成全部灌溉任务。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王建宏 摄

深翻土地开展冬灌

疫情要防住，你我都是责任人

内蒙古日报讯（记者 章奎）11 月 24
日下午，王莉霞在呼和浩特检查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继续查短板、
找隐患、堵漏洞、强管理、抓落实，推动
各项工作再严些、再细些、再实些、再快
些，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王莉霞随机来到回民区宽巷子，实
地检查沿街商铺扫青城码、查验核酸证
明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她说，严格管
理的目的是有序放开，让城市早日恢复
烟火气。市场管理部门要加大对扫码

查验工作的监督力度，深入各店铺督促
经营主体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防控举
措。

在呼铁佳园小区，王莉霞向驻点干
部详细了解确诊及密接人员转运隔离、
高风险楼栋管理等情况，强调要精准掌
握隔离政策，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转运
隔离，确保应隔尽隔、应转尽转。她还
叮嘱要用心为群众服务，及时回应群众
诉求，真正做到进院、进群、进场，汇聚
起同心抗疫的强大力量。

王莉霞检查呼和浩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