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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创新扶贫东达“6+”战略模式
助力脱贫攻坚
特稿
EGAO

本报讯（记者 张鑫）2 月 21 日，
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沙
产业草产业协会主办的东达风水梁
产业扶贫模式新闻媒体通气会在呼
和浩特市举行，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
协会会长张卫东主持会议。东达蒙古
党委副书记秦
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
飞、鄂尔多斯市东达农牧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法人赵永飞参加了通气会。
在通气会现场记者了解到，东达
蒙古王集团多年致力于扶贫移民、
生
态治理、
新农村建设、区域经济、县域
经济、城乡统筹、农村城市化、
科技富
民等各项事业，并在国企转制、路桥
建设、沙产业、养殖业及社会公益等
方面投入资金 120 多亿元。先后获
得“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
业”
“ 国家林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全国扶贫重点龙头企业”
“全国企业
扶贫贡献奖”
“中国扶贫典范奖”
“自
治区企民利益联结实效突出企业”
等
多项荣誉。
鄂尔多斯市东达农牧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法人赵永飞介绍，东达集
团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还参与

精准扶贫行动，
企业
了
“百企帮百村”
进村入户，与嘎查村结对子、与贫困
户接链子、给合作社搭台子、为农牧
民引路子，不仅帮助当地 8 个村谋
划产业振兴，还全力帮助贫困户从事
二、三产业，为他们脱贫创造良好条
成为了脱贫攻坚战的一支重要力
件，
量。通过不断加大结对帮扶力度，既
繁荣了企业，又发展了产业，更富了
当地的村民，可谓一举多赢。借助产
业聚集的人气，吸引散居在周围 600
平方公里内的农牧民集中居住和退
耕还林，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相互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东达集团
投入 3000 万元建设了鲜食玉米加
工厂，
购进了全套生产线并新建了速
冻库和保鲜库。企业通过与 4 个村
参股成立社合作、以订单模式收购帮
扶玉米种植户，
与周边农牧民形成了
完整的利益联结体系，2018 年已形
成 200 万棒的加工能力并提前预订
了 2019 年的 1000 万棒玉米。目前
与帮扶村建设的滴灌毛管厂已进入
试生产。目前，集团正在规划实施龙
头王爱召、龙身福源泉、龙尾风水梁

黄金龙旅游线项目，规划总投资 30
生存、求发展，为农牧民转移从业、脱
亿元，用 5—8 年的时间，以 5A 景区
贫致富创造了有力条件。
建设为目标，打造集生态、文化、旅
赵永亮表示，未来 3—5 年，东
游、休闲体验，融江南水乡与塞上大
达集团将立足林、沙、草、农、药、畜、
漠于一体的综合娱乐胜地，
为周边与
光电、旅游、疗养等资源，通过实施
沿线农牧民持久增收奠定基础。
“6+”战略，以先进的生产要素和现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
代化经营方式打造“种养加相结合、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赵永亮在上世纪
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合纵
90 年代最早提出了“沙产业不以绿
联立体式”的农业产业化 4.0 版，以
色画句号”这一指导思想，本世纪初， 产业化链条将基地、农民、合作社、企
又以“生态扩镇移民，产业拉动扶贫” 业、市场等各个主体串联起来，以链
对沙产业与精准扶贫进行了产业升
条套链条的闭合式循环经济模式实
级，核心内容就是“生态 + 种植 + 养
现农产品、资本等要素的高效运转，
殖 + 有机 + 扶贫 + 旅游”的“6+”战
在产业聚集、产业延伸、产业升级、产
略，企业通过“规模化养殖、产业化配
业创新中实现经济效益叠加和扶贫
套、专业化管理、系统化分割、现代化
攻坚的目标，并最终实现习总书记提
加工、资本化运作”，让贫困农牧民在
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生态链、
生物链、
产业链、产品链上谋
展理念。

拼搏奋斗
—来自草原的最新报告
——

第十四届冬运会呼伦贝尔赛区
雪上气象系统建成
本报讯（记者 张鑫）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于
2020 年在内蒙古举行。冬运会的各个项目都与天气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针对冬运会的气象保障工作也正在
稳步推进之中。2 月 21 日，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
到，目前呼伦贝尔赛区的雪上项目主赛场的综合气象观
测系统已经基本建成。
冬运会期间正值呼伦贝尔隆冬季节，冷空气活动频
繁，暴雪、寒潮、大风、大雾、道路结冰、持续低温等灾害
性天气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天气气候条件对冬运会的举
办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在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
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的背景下，灾害性天气对赛会组
织工作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冬运会不同赛事
对气象条件各有要求，尤其是雪上项目的比赛主要在室
外进行，
对天气的要求更高。
为做好全国第十四届冬运会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气
象部门在牙克石凤凰山越野滑雪场赛场新建了 1 套 12
要素固定式地面自动气象站，观测要素包括超声风 (风
向、风速)、单风速、气压、温度、湿度、雪面温度、黑球温
度 、总 辐 射 、称 重 降水 、雪 深 、地 温 (2 层 )、雪 温 (5cm、
15cm、25cm)，体感温度利用已有传感器探测要素数据
计算得出；在冬季两项赛道上路中点位置布设 1 套 7 要
素自动气象站，观测要素包括气温、湿度、风向、风速、积
雪深度、雪面温度、能见度；在冬季两项裁判席、靶场附
近、赛道顶点布设 3 套 5 要素便携式自动气象站，观测
要素包括气温、湿度、风向、风速、
雪面温度。
在扎兰屯市金龙山滑雪场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赛
道终点位置布设了 1 套 12 要素固定式地面自动气象
站，观测要素包括超声风(风向、风速)、单风速、气压、温
度、湿度、雪面温度、黑球温度、总辐射、称重降水、雪深、
地温(2 层)、雪温(5cm、15cm、
25cm)，体感温度利用已有
传感器探测要素数据计算得出；在扎兰屯市金龙山滑雪
场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赛道起点位置新建 1 套 7 要素
移动气象站，观测要素包括气温、湿度、风向、风速、能见
度、
积雪深度、雪面温度；空中技巧赛道和 U 型槽起点位
置、中间位置、终点位置及空中技巧赛道裁判席附近建
设 4 套 5 要素便携式自动气象站，观测要素包括风向、
风速、气温、湿度、雪面温度。
据悉，未来气象部门还将在赛区周边布设更多自动
观测站，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为冬运会交通、出行、
救援、公众观赛等提供更加全面的气象服务保障信息。

天骄航空开启国产喷气客机商业运营新征程
本报讯 2 月 22 日下午，天骄航空有限公司在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迎来其首架由中国商飞公司制
造的 ARJ21 飞机。这标志着天骄航空运营筹备进入
新阶段，标志着国产喷气客机开启商业运营新征
程。
当日下午，白塔机场 33 号停机位热闹起来，身
着蒙古族服饰的文艺工作者们拉起马头琴，现场气
氛热烈。 15 时，一架白色标有天骄航空字样的
，
ARJ21 飞机降落在机场，通过水门的“接风洗尘”
滑行到预定停机位。舱门开启，机组人员走下飞机，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天骄航空是内蒙古首家支线航空公司和全国
首家纯国产喷气客机机队运营商，于 2018 年 3 月
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筹建。其成立有利于补齐自
治区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区内支线与支线、支线与
通用等航空网络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动内蒙古民
航产业发展。天骄航空将有力推动内蒙古民航产业
发展，
助推内蒙古经济转型升级。
目前，天骄航空已取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
许可证，待首架飞机完成验证飞行，取得运行合格
证后正式开航，并将逐步扩大 ARJ21 飞机机队规
与国际适
模。据了解，
ARJ21 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制、
航标准接轨的首架喷气式支线客机，具有良好的高
高原性能，
温、高寒、
可搭载 78—90 名乘客。
ARJ21 飞机具有良好的高温、高寒、高原性能，
特别适应我国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机场起降条件和
复杂航路越障要求，已交付客户 12 架。截至目前，
ARJ21 飞机安全运营超过 9000 小时，运送旅客超
戴宏
过 27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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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税务局推进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

黄河内蒙古段开河
气象服务全面展开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由于气温迅速回升，黄河内
蒙古段已解冻开河。截至 2 月 20 日，内蒙古河段开河至
苦水沟下游 7 公里处，累计开河 7 公里，剩余封冻 713
公里（含交叉河段），开河水位平稳，无险情发生。
2 月份以来，黄河内蒙古段沿线气温持续偏高。2 月
1 日至 17 日，位于黄河内蒙古段上游的乌海市平均气
温为 -7.8℃，比 2018 年同期高 1.6℃，这也使得黄河内
蒙古段加速开河。
气象部门消息指出，20 日，内蒙古雪停天放晴，气
温迅速回升，幅度在 2℃—4℃，当地大部分主要城市的
最高温都升至 0℃以上，特别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回温迅
猛，
乌海等市最高温可达 9℃。
为做好黄河凌汛专项气象服务，自治区气象局已制
定凌汛气象服务方案，要求各单位加强组织领导，层层
落实责任。通过黄河沿线气象观测站点、黄河内蒙古段
实景监测综合服务系统、卫星等，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和
凌汛情况，利用黄河凌汛气象服务系统等做好预报服
务。自治区气象局与沿黄盟市气象局联防联动，紧密协
作，
加强会商，做好黄河凌汛气象服务各项工作。
同时，自治区气象局加强部门联动，积极主动与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向自治区防汛办等部门提
供黄河内蒙古段开河和气温实况以及未来 5 天河汛预
报，实现信息共享。内蒙古各级气象部门利用电视、网
络、短信、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及时向政府和黄河防凌管
理部门、高防凌重点区域内的相关责任人发送防凌预警
信息和有关服务产品，提高信息发布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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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冷日子
首府要开一场清洁的温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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磴口县酿酒葡萄
获
“气象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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