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刘芳）
昨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自治
区农牧厅了解到，一季度我区农
牧业农村牧区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据农情调度，今年全区农作物
总播面积预计达 1.36 亿亩、同比
增加90万亩，粮播面积1.09亿亩、
同比增加123万亩。截至目前，我
区粮食作物播种 476.6万亩，其中
小麦播种 226.8 万亩，玉米播种

452.5万亩，马铃薯播种22.5万亩。
据了解，目前，我区春耕备耕

生产有序推进。全区各地货源供
应充足，运输渠道畅通。玉米等
主要粮食作物种子存储量均达到
春播需求的 96.9%，高于去年同
期。化肥存储106.4万吨、地膜4.9
万吨、农药2639吨，均占春播需求
的 60%以上。全区可投入春耕生
产的拖拉机近 102.2万台，配套农

机具 150万台以上，培训农机手、
修理工4.3万人，检修农机具146.9
万台、检修率 88.3%，能够满足春
播需求。

同时，自治区稳步推进乡村
产业发展，2020 年新认定自治区
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87
家，全区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670
家。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
合体总数达到19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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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苏日
娜）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燃气管网的
安全稳定运行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日
常生活，从2017年开始，市住建局
属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燃公司）开展老旧
小区燃气管网改造工作，对运营时
间长、安全隐患大、泄漏严重的老旧
管网进行改造和更新，2021年，计
划完成36.4公里老旧管网改造。目
前，中燃公司正加快推进此项工作，
计划今年12月底全面完成。

昨日，在回民区南马路中行
家属楼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在对
地埋管进行更换。据了解，中行

家属楼小区1994年开始通人工煤
气，2003年后改为天然气，管道已
经运行 27 年。经过多年风吹雨
打、日晒雨淋，导致燃气管道锈蚀
严重，存在安全隐患。4 月 16 日
开工，中燃公司对该小区的燃气
管网进行全面改造，预计 5 月 15
日完工。

据中燃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
理于瑞明介绍，我市燃气供应始于
1984 年，在早期输送人工煤气阶
段，敷设的埋地管道大部分为各种
接口的灰口铸铁管材。2003 年，
天然气入呼后，随着管道输送的气
源、气质变化及使用年限的不断增

加，安全隐患问题凸显。此类老旧
燃气管网改造共计230公里，其中
庭院管网 159公里，涉及 500多个
小区8万多居民用户；市政老旧管
网 71 公里，涉及 82 条道路街巷。
为了从本质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居
民用气安全，从2017年开始，中燃
公司开展老旧管网改造工作。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了解到，
2017至2018年全年累计完成庭院
燃气低压改造 45公里；2019年完
成改造 90公里，其中庭院改造 79
公里，市政燃气管网11公里；2020
年改造58.624公里，其中庭院改造
完成38.3公里，市政燃气管网改造

20.3公里。2021年，计划完成剩余
的 36.4公里老旧管网改造，其中：
市政燃气管网改造 61 条，共计
29.8 公里；庭院老旧管网改造 6.6
公里，约 200余个小区。目前，市
政管网改造开工 5 条，完成 3.9 公
里，庭院改造开工 13 个小区，完
成 0.7 公里。

随着燃气老旧管网改造进度
的不断推进，近两年燃气安全事故
发生率明显降低。今年是中燃公
司燃气老旧管网改造五年计划的
收官之年，在保障燃气管网运行安
全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燃气用户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今年首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燃气管网36.4公里
计划今年12月底全面完成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苏日
娜）昨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召
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系列活
动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了
五一期间，自治区总工会将举办 5
项活动，并发布了2021年全国、全
区五一劳动奖推荐情况。

5项活动具体为：召开自治区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对全国、全
区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
锋号获得者进行表彰；举办“建功

‘十四五’·奋进新征程”2021年全
区劳动和技能竞赛暨呼和浩特新
机场建设工程劳动竞赛启动仪
式；举办“中国梦·劳动美——永
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区职工文
艺演出；举办“劳动创造幸福——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全区职
工主题演讲比赛；举办“中国梦·

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
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全区职工书法美术作品展评。

据了解，2021年全国、全区五
一劳动奖推荐情况为，2021年我区
推荐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3个，其
中，非公企业5个，占38.5%。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33人，其中，产业工
人17人，占51.5 %；其余一线职工
和专业技术人员9人，占27.2%；农
牧民工3人，占9%；科教人员6人，
占 21.2%；少数民族职工 7 人，占
21.2%；女职工8人，占24.2%；非公
企业职工11人，占33.3%。全国工
人先锋号40个，企业班组21个，占
52.5%；非公企业 14 个，占 35%。
昨日上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
召开了表彰大会，进行表彰。

2021年自治区五一劳动奖除常
规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还增设
了劳动和技能竞赛、城镇职工解困

脱困两个专项表彰。拟表彰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状24个，其中，有5个非
公企业，占20.8%。拟表彰自治区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58名，其中，产
业工人57人，占36.1%；一线职工和
专业技术人员57人，占36.1%；农牧
民工15人，占10%；科教人员27人，
占17.1%；企业负责人4人，占2.5%；
县处级干部5人，占3.2%；少数民族
职工29人，占18.4%；女职工50人，
占 31.6%；非公企业职工 40人，占
25.3%。拟表彰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119个，其中，企业车间、工段、班组
89个，占 74.8%；非公有制企业 46
个，占38.6%。劳动和技能竞赛专项
表彰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9个、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章40个、自治区工人
先锋号30个。城镇职工解困脱困
专项表彰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1个、
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8个、自治区工
人先锋号5个。

五一期间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将举办5项活动

今年一季度我区农牧业农村牧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全区农作物总播面积预计达1.36亿亩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刘
芳）为建立健全呼和浩特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体系，方便商标申请

人就近办理商标申请事宜，2017
年 3 月 1 日，呼和浩特市设立商

标业务呼和浩特受理窗口。窗

口自运行以来，积极推进商标注

册便利化改革。昨日，呼和浩特

晚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目前该局共受理商

标注册申请 4951 件，占同期全市

商标申请量的 7.4%，受理商标咨

询 3 万余人次，办理商标专用权

质权登记 26 件，担保债权数额

3.0903亿元。

据了解，商标业务呼和浩特

受理窗口除覆盖全市 9个县（市、
区）外，还有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广州、西藏等地企业和群众到

窗口办理相关业务。商标业务呼

和浩特受理窗口设立以来推行了

一系列便民助企服务举措。同

时，窗口还通过创新举措优化服

务，更好地激发了各市场主体商

标品牌意识，营造创牌、护牌、强

牌的浓厚氛围，推动呼和浩特市

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商标便利化改革
首府共受理
商标注册申请4951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