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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素海“开河鱼”—舌尖上的美味
——
本报讯 春回大地，土默川大地冰消
营者张红旗眉开眼笑。近年来，专程为吃
雪融，
这个时节，吃一顿鲜美的“开河鱼” “开河鱼”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3 月下旬
成为人们迎接春天最美的期待。
至 4 月底是“开河鱼”上市时间，每逢周
“开河鱼”带热了土左旗哈素海春季
末，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的客
旅游，土左旗哈素海昊海渔家是当地一
人纷至沓来，渔村挤得满满当当。
家旅游接待点。说到“开河鱼”
的生意，经
敕勒川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刘

建英介绍，目前，哈素海共有各种鱼类 22
种，随着天气转暖，
“开河鱼”将拉开哈素
海“四季旅游”的序幕，好多从外地来的
游客团前来观光旅游，品尝“开河鱼”。下
一步哈素海将充分借助土默特左旗文化
旅游资源优势，将“开河鱼”打造成全旗

春季旅游的亮丽品牌。游客不仅可以观
赏美丽的哈素海，同时能够品尝到美味
佳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土左旗的风
土人情与美味佳肴，这将进一步促进全
旗旅游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杨鑫

内蒙古 12 个盟市 5G 试验站全部开通
本报讯 随着 2018 年 12 月 15 日我
区首个 5G 试验基站在呼和浩特开通，短
短 3 个月时间，内蒙古移动快速实施、全
面部署，现已率先在全区各盟市全部开
通 5G 试验基站，这标志着我区正式进入

5G 发展快车道。
当前，5G 正处于技术发展和产业化
培育的关键时期，在“数字内蒙古”的大
背景下，为响应国家、自治区政府关于
5G 产业发展的号召，内蒙古移动携手华

为，采用 5G“AAU+ 数字化室分相结合”
的组网模式，完成了全区 12 盟市的 5G
部署。内蒙古移动在全区 12 个盟市的旗
舰营业厅搭建了 5G 体验区，广大消费者
可以在现场 体验 VR 远程直 播、VR 点

播、16 路高清视频、360° VR 等 5G 业
务。有的营业厅还部署了猜拳机器人、无
人机高清视频回传等更多的 5G 业务，充
分让用户感受到 5G 大带宽、低时延、大
连接的特性。
马丽侠

内蒙古将在“衣、食、住、
行”
四大领域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日前召开的“衣、食、住、行”四大领域专
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自治
区市场监管局将重点围绕老百姓关注的
“衣、食、住、行”开展专项整治。
据介绍，针对“饮食”问题开展的专
项整治重点工作有：一要保护和提升自
治区特色绿色优质农畜加工食品质量，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乳、肉、粮、油
等本土产品；二是加大对乳肉制品企业
的监管频次，以城乡接合部、乡镇苏木和
农村牧区等市场为重点区域，加大食品

安全监管力度，加大对以次充好以及冒
充内蒙古乳肉产品、品牌等突出问题的
打击力度；三是加强对市场领域饮食安
全监管，特别是对幼儿园、中小学、大学
食堂加大监管力度，落实学校负责人每
天陪餐制度，保障儿童、青少年饮食安全
健康，让老百姓吃得安全放心。
在“衣”的方面，以整治服装鞋帽市
场秩序为重点，特别是要以校服、儿童服
装、羊绒制品、絮棉制品和成人服装鞋帽
为整治重点，检查学校、幼儿园、批发市
场、集贸市场、商场、专卖店等重点领域，

集中处置一批质量不达标、标识不规范、
售后服务不落实等突出问题，让老百姓
穿得称心。
在“住”的方面，一是整治家居市场
秩序，重点加大对家装材料、家具产品等
质量监测力度；二是大力整治房地产销
售领域发布虚假广告、签订不平等格式
合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扰乱市场秩序
的违法违规行为，让老百姓住得舒心。
在“行”的方面，以整治汽车销售维
修市场秩序为重点，对加价销售、格式合
同“霸王条款”、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专

项整治；针对停车场收费、公路收费不规
范、乱收费等问题，加大检查力度；针对
实施国Ⅵ成品油标准，加强柴汽油质量
检测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出行顺利，让老
百姓行得安心。
据悉，集中整治人民群众“衣 、食、
住、行”领域的痛点、堵点问题是今年市
场监管的重中之重。全区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将围绕重点区域全面排查，发现问
题立查立改，全面提升市场监管工作水
平，
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祁晓燕

自治区首个钱币博物馆在鄂尔多斯揭牌开馆
本报讯 近日，自治区首个钱币博物
鄂托克钱币博物馆与已建成的野外
馆在鄂托克旗揭牌。据了解，鄂托克钱币
地质遗迹博物馆、查布恐龙博物馆、木凯
博物馆从筹建到开馆，历时半年多时间， 淖尔革命历史展馆、综合地质博物馆、蒙
以中华 4000 年货币文化为主题，典藏、 古秘史博物馆、蒙西兵团博物馆、
“难忘
陈列从夏商周至现代总计近 1 万枚中国
鄂尔多斯”南京知青展厅等遥相呼应，
货币，全景式展现鄂托克深厚文化底蕴， “馆群效应”雏形显现，为鄂托克旗加快
进一步弘扬中国钱币文化。鄂托克钱币
经济结构转型，助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博物馆开馆是该旗首次以“政府主导、社
提升城市精神文化品质增添了浓墨重彩
会参与、家庭自建”模式实施的公共文化
的一笔。
服务体系创新建设。
鄂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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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互贸政策惠及呼伦贝尔市全境
修订印发，边民的认定范围拓展至呼
伦贝尔市全境，并给予了互市贸易发
展更加便利的政策条件。为充分发挥
满洲里市中俄互市贸易区的带动作
用，让边民互贸政策惠及呼伦贝尔市
各族人民，满洲里市提出了在呼伦贝
尔市各非口岸旗市区设立满洲里中俄
互贸免税区展销店的工作思路。该思
路在呼伦贝尔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获
得充分认可与肯定。呼伦贝尔市政府
印发了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在非口岸旗市区设立互市商品展

销店有关事宜的通知》，成立了专项工
作组，全力推进中俄互贸免税区业务
拓展事宜。
互贸区高 度重视展 销店建 设工
作，多次组织区内相关部门及平台企
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研究展销店建
设具体工作方案；组织成立业务拓展
专项工作组，积极主动与各旗市区沟
通联系，先后赴海拉尔、牙克石等六个
旗市区开展走访对接工作。在展销店
推进过程中得到了呼伦贝尔市商务局
及各旗市区政府的鼎力支持，在多方

的共同努力下，展销店建设工作已实
现破题，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下一步，互贸区将围绕建设“泛口
岸经济”目标要求，统筹利用国内外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向内拉动、向
外延伸的发展策略，进一步放大边贸
政策的辐射效应，持续深化与非口岸
各旗市区的合作，通过“互贸商品异地
共享、互贸开店、互贸电商、互贸加工”
等各类举措，使呼伦贝尔市各族人民
共享改革红利。
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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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有
“猫腻”
？严查！
2018 年 5 月，
呼和浩特全市残疾
人证办理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刚一启
动，市各级残联和本级纪检监察机关
联合行动，按照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全面核查清理的原则，通过面对面核
实、入户访查、组织街道干部和群众代
表座谈等形式，对需换证的持证人员
逐一核查和甄别，深入查找残疾人办
证领域存在的非残持证、高定级别、档
案资料不全及残疾人证办理中存在以
权谋私、优亲厚友等问题。
就在不久前，针对某区残联移送
该区纪委监委的一条区残联理事长李
某违规为请托人办理残疾人证的问题
线索，该区纪委监委当即派出核查组
展开深入调查。

为了避免去找李某了解时可能会
出现有所提防、不承认的情况发生，核
查组直接将目标锁定了已办理残疾人
证的李某的请托人。果不其然，
在对几
位难以直接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请
托人留存在残联的档案进行 抽 查 时
发 现 了 端 倪，档 案 中 几 乎 都 没 有 残
联 指 定 的 县 级（含 县 级）以 上 医 院
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
证 明 ，不符合办理残疾人证的相关条
件和要求。
“对残疾人证办理过程中变味、走
样，托关系、开后门这类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微权利’腐败，必须进行彻查，坚
决从严查处，给群众一个交代！”核查
组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4 月 6 日，呼和浩特市民在内蒙古自然
博物馆参观。清明小长假期间，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走
进博物馆、科技馆、书店，既丰富了假期生活，又学到
不少知识。
孟和朝鲁

内蒙古对三类农业
生产资料进行监督抽查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第一
批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正在进行，我区市
场监管部门对全区范围内的三类农业生产资料和一类工业
生产资料进行监督抽查。
据了解，此次监督抽查的三类农业生产资料有化肥、
农
用地膜、滴灌带，工业生产资料有煤炭，主要针对全区生产、
流通领域开展。
为推进此次监督抽查工作顺利有序开展，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盟市市场监管局按照《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
作规范（试行）》的要求做好相应工作。配合检验机构在本
地区完成抽样工作。在具体工作中，严格执行监督抽查法
规、规章，
严格执行抽检分离和“双随机”要求。
另据了解，此次监督抽查全部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进行，没有实施规范
的，依据《自治区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执行。
此外，依据 2019 年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计划，抽查呼和浩特市生产领域 36 批次，流通领域
29 批次。
祁晓燕

鄂尔多斯
万达广场项目进展顺利

风向标
ENGXIANGBIAO

本报讯 日前，满洲里中俄互贸免
税区展销店在满洲里市区、扎赉诺尔
区、海拉尔河东区、海拉尔河西区、新
巴尔虎左旗、扎兰屯市相继落成并投
入运营。按照展销店推进计划，阿荣
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
自治旗预计在 4 月底投入运营，牙克
石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
根河市等地展销店预计 5 月底投入运
营。
2018 年 10 月 27 日，
《内蒙古自
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管理办法》 正式

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纸里包不住火，假的变不了真。某
区残联理事长李某违规为身体正常的
请托人办理残疾人证的问题很快被查
实。同时被查出的还有某区残联副理
事长肖某和残疾人证经办人于某，在
其履职期间，明知道办证人员所提供
材料不符合办证条件，还多次违规为
相关请托人办理残疾人证，工作严重
失职失责，造成不良影响。2018 年 12
月 13 日，经某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
定，对某区残联理事长李某、副理事长
肖某、经办人于某 3 人进行立案审查。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全市残疾人
证办理领域专项治理工作中，已累计
清理并注销违规办理的残疾人证 248
本，清理包括财政供养人员、社会人员

以及市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在内的违规
持证人员 248 人，其中市残联系统的
95 名工作人员受到公开通报批评。
“开展残疾人证办理领域专项治
理作为呼和浩特市整治民生领域突出
问题的重头戏，目前已取得初步成
效。”
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对
全市各级残联部门的监督执纪力度，
深入分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完善残疾
人证办理和核发管理制度，严格残疾
人证办理标准和残疾鉴定，加强对办
证工作的监管，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
违规办证现象的发生，确保首府残疾
人证办理领域风清气正。”
韩璐 杨鹏杰

本报讯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万达广场项目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 70%，最具象征性的万达广场标志已安装完毕。400
余名工人全力以赴追赶工期，施工均按进度有序进行，预
计 9 月 30 日开业运营。
据介绍，目前万达广场外部幕墙的龙骨已经焊装，幕
墙的材料铝板已经进场等待安装，logo 字已经安装完毕，
内部装修的样板段也已经完成等待验收，电梯空调和电缆
正在施工。在项目建设的同时，招商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部分品牌已具备装修条件。
鄂尔多斯万达广场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又一标志
性的商业建筑，提升居民整体消费的层次与水平，不断引
领消费时尚潮流，推动我市传统商圈提档升级。
刘冬 智佳瑶

赤峰农博会
达成意向成交额 6.1 亿元
本报讯 日前，2019 赤峰·中国北方农业科技成果博览
会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届为期 3 天的农博会现场
完成交易额 3.1 亿元，意向成交额 6.1 亿元。
今年农博会综合展会会场面积 2.7 万平方米。有来自
北京、天津、河北、广东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意大
利、荷兰、俄罗斯等 8 个国家的 1112 家展商参展，展示新
技术、新品种、新成果 4500 多种。参加网上展的企业有
200 多家，展示的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 800 多种。主会
场参观人数超过 12 万人次。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围绕科技
合作、产品销售、电子商务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对接，集中签
约 23 个科技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达 2 亿元。
徐永升 冯雯雯

鄂尔多斯海洋馆
三期正式开工
本报讯 近日，随着穿梭来往的挖掘机、铲车、装载车的
阵阵轰鸣声，鄂尔多斯海洋馆三期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
是该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11 个重点旅游项目之
一。
据了解，鄂尔多斯海洋馆项目是鄂尔多斯市隆胜野生
动物园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打造的西北地区首个个性独特、
体验感强、文化内涵深的海洋文化终极体验王国。海洋馆
一期、二期已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1 日、2019 年 2 月 1 日
全面开放，海洋馆三期将打造海洋动物表演剧场，总建筑面
积 11200 平方米。主要包括观众厅、地下室展厅及设备用
房、海豚表演池、
海豚休息池、海豚医疗池等，届时将会引进
海豚表演、白鲸表演等海洋动物表演。
吴青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