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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苏日娜）
昨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市生态环
境局获悉，2021 年我市优良天数达
到 318 天，优良率 87.1%，较 2020 年
增加24天，提升了6.8个百分点。

2021 年，我市推动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现
了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据自
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平台显示，
六项污染物年均值全部达到《国家
空气质量标准》Ⅱ级标准：PM2.5 浓
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PM10 浓度为
60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为
11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一碳浓度为 1.4 毫
克/立方米、臭氧浓度为 144微克/立
方米，重污染天数为 2 天，比率
0.5%。其中，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重污
染天数比率均超额完成自治区下
达的任务目标。

据了解，2021年，我市编写完成
了《呼和浩特市碳达峰行动方案》，
编制《呼和浩特市“十四五”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呼和浩特市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完成了碳排放数据的报
告和核查工作；严控矿山企业生产
扬尘，15 家矿山企业稳步开展治理

工作；涉及扬尘无组织排放的 85家
企业完成可视化、智能化监控系统
建设并接入市生态环境局监控平
台。同时积极推进居民取暖清洁化
改造；采取“卫星+无人机+人工巡
查+宣传动员”四位一体管控方式，
严格控制春、秋季秸秆禁烧，秸秆焚
烧火点大幅减少。

另外，建成了施工工地扬尘视
频监管平台，实行建筑工地“四定一
包”责任制，推行建筑工地高围挡作
业，全市降尘点降尘量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 18.6%；持续推进 VOCs 治
理，出台《关于加强高温月份臭氧污

染临时管控的通知》，对工业企业、
建筑领域洒水增湿作业和沿街商
铺、餐饮业、加油站、储油库、运输车
辆强化执法监督和管控措施；建立
大宗物料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
械电子监控平台，严格落实重污染
天气运输管控措施；积极推广使用
低挥发性有机物，推动使用低（无）
VOCs 含量的涂料、油墨、胶粘剂和
清洗剂等原料，涉及 7 家整改企业
已全部完成整改，推进了首府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对生
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断增强。

2021年我市优良天数达到318天
环境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杨志伟）
昨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
心获悉，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
校招生艺术类统考专业课合格分数
线已确定。

2022 年我区艺术类统考专业课
合格分数线具体为：美术本科186分、
专科 165分；蒙授美术本科 183分、专
科 166分；美工设计类本科 186分、专
科 165 分；音乐本科 176 分、专科 135
分；蒙授音乐本科 181 分、专科 145
分；编导本科160分、专科158分。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
2022年1月13日至15日期间，对成绩
有异议的考生可按成绩复核程序提
交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考生成
绩复核内容包括：对应的答题卡图片
是否为本人的答卷；是否存在漏评现
象；是否存在合分错误；音乐类专业
面试成绩确认单是否经过本人签字；
科目总分（包括音乐类专业面试成
绩）是否与向考生公布的成绩一致。

评分宽严不属于成绩复核范
围。考生成绩复核时，不安排考生本
人查看答卷、相应扫描图片以及音乐
类专业面试录音录像。

成绩复核程序为：考生登录内蒙
古招生考试信息网（https：//www.
nm.zsks.cn），点击“考试招生”→“普
通高考”→“信息查询”，再点击“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艺术
类统考成绩复核”，选择考试项目，输
入 14 位考生号和密码，登录成绩复
核系统提交复核申请，并及时查询复
核结果。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许
婷）昨日，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
了解到，为了应对我区人口老
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自
治区发改委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不断改善养老机构基础设
施条件。2021年争取到中央预
算内投资 1.7亿元支持 10个养
老机构建设，新增养老床位
2418张。

据介绍，我区自 1999年进
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
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程度日
益加深。我区常住人口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475.72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9.78%，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人口
老龄化呈现出增长速度快、地
区差异大、工作任务重等特

点，同时失能化、空巢化等问
题交织出现。“十四五”期间，
自治区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将超过 20%，进入中度
老龄化社会，而我区在养老保
障、健康服务、友好环境建设
等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老龄事业发展的
压力依然较大。

为此，自治区发改委不断
健全老龄事业发展政策支撑
体系。牵头起草的《内蒙古自
治区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
发展的实施方案》《自治区基
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已经
印发实施，组织各盟市编制
了《“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
案》等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提
高为老服务水平、构建老年

友好社会、实现老龄事业和
产业协同发展。通过城市政
府和企业双方签订合作协
议，增加普惠性养老床位有
效供给。推动成立了由自治
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
自治区“一老一小”人口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牵
头建立了由 28 个部门和单位
组成的自治区切实解决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工作厅
际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印发
《重点任务清单》，提出 9 个方
面 48 项重点工作任务，切实
保障老年人生活便利。将赤
峰市、锡林浩特市、五原县作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
联系城市上报国家，探索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经验。

2022年我区艺术类统考
专业课合格分数线确定

我区2021争取到1.7亿投资支持10个养老机构建设

新增养老床位2418张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李
蒙）12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
自治区气象局获悉，自治区气
象局在 2021 年全国科普日活
动中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
号。至此，自治区气象局已连
续 4年在“全国科普日”活动中
获得中国科协好评。

据了解，2021年“全国科普
日”活动期间，作为我区主场活
动应急科普展区的展示单位之
一，自治区气象局为社会公众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气象科普盛
宴，展示了多种科普展品，发放
了气象科普图书，细致讲解了
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制作、人工
影响天气等方面的气象科普知
识，广受社会公众的喜爱。活
动当天，自治区气象局和气象
学会联合组织了气象部门的主
场活动，100余名学生及家长参
观了内蒙古气象局，零距离了
解气象知识。

在线上活动方面，自治区

气象局开展“将气象服务和科
普带进农田”为主题的区盟旗
三级联动网络直播，气象主播
与自治区生态与农业气象中
心、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气
象局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与
当地老百姓畅谈为农气象服务
和相关科普知识，并现场连线
气象局工作人员，解答了网友
及老百姓关于农业种植过程中
遇到的疑惑，吸引了大量粉丝
观看和互动。

内蒙古气象科普工作连续4年获中国科协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