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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国际车展
将于 6月 24 日 -28 日举行

第一书记王俊：驻村驻心为
浩日庆敖包嘎查铺筑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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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装修体验,
京广·筑家生活体验馆落地首府！

本报记者 卉平 通讯员 孟昕

2020 年 6 月 2 日上午，由内蒙古

自治区商务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工商银行内蒙

古分行联合主办的“金融助力复工

复产‘春融 春润’行动方案发布会”

在呼和浩特市主会场和 12 个盟市

分会场同步召开。自治区商务厅、金

融办、人民银行、二连浩特市政府、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全区 89 家企

业以及各盟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本

次会议。

为帮助自治区企业纾难解困，助力

复工复产，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启动了

“春融”和“春润”两项行动，并在会上发

布了行动方案，包括 20 条支持外资外

贸企业和 20条支持内贸流通、生产加

工企业的优惠措施，通过匹配专项贷款

规模、设置审批绿色通道、执行优惠融

资和结算价格、创新金融服务等方式加

大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支持力度，旨在全

面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六稳”“六保”工

作要求，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促进自治区经济平

稳运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办主

任姜华在致辞中说，全区金融业正在围

绕自治区大局和中心工作，打造草原特

色金融服务，让金融跟着特色产业走，

跟着品牌建设走。下一步将结合今年两

会最新要求继续围绕企业上市、先进制

造业、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羊绒和肉牛

产业、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入

开展金融“保项目、入园区、进企业、下

乡村”行动。引导金融机构聚焦主责主

业，创新业务模式。引导企业坚守改革

精神、契约精神，提高使用金融工具能

力，提升核心竞争力。自治区金融办将

会同一行两局、商务厅，不断完善“政府

协调引导、金融主动服务、企业诚信发

展”的联动机制，以政金企对接活动为

契机，加紧推进、加快落实，各方戮力同

心，共克时艰，迎难而上，助力自治区高

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正逐步趋

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也在加快恢复。

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商务厅、金融办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

策部署，督促和协调各大银行不断贷、

不抽贷、不压贷，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帮助企业用足用好国家、自治区出

台的各项金融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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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6 月 6 日，三胖蛋内蒙古体验店在

呼和浩特市正式开业。

来自企业界、营销界代表以及中

央、自治区、呼和浩特的新闻记者见证

了该体验店的盛装开业。开业当天 100

万元的签约大单让该品牌店迎来了“开

门红”。

上午 10时许，记者在呼和浩特腾

飞路金隅环球中心底商的三胖蛋内蒙

古旗舰店看到，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吸引很多社会各界人士前来体验三

胖蛋品牌魅力以及品味天赋河套味道。

在体验区，沉浸式体验模式更是让呼和

浩特市消费者耳目一新，让消费者充分

了解这个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农业

品牌从一颗小瓜子闯出大市场的品牌

特性同时，也大大激发了人们潜在的消

费欲望，亲身感受到了天赋河套品牌带

来的无限魅力。

十斤瓜子只选二两
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

建忠介绍，三胖蛋食品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以农业为主的多元化

集团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三胖蛋公司基

于自身资源和优势，不断开拓新的产业

和领域，从种子研发、试验、推广、种植、

销售，到原料收储、分级、深加工、销售

及品牌推广，渠道建设等全通路产业链

条。目前，三胖蛋已逐步成为以现代化

农业与食品产业为主导，并持续关注、

投资、运营具有创新能力和成长型的新

型行业的规模化公司。

专注于原味瓜子深加工，自建向日

葵研发基地和种植基地，种植基地被袁

隆平院士选为向日葵产业研究基地。所

有产品严格把控质量关。“十斤瓜子选

二两”就是要把品质做到优中选优。目

前三胖蛋瓜子已经连续五年稳上中国

原味瓜子头把交椅，中国每卖 3 罐原味

瓜子就有 2罐是三胖蛋，连续 5 年网上

好评率突破 98%、复购率突破 85%。

除了自建向日葵研发基地和种植

基地，三胖蛋厂房也不断更新，在北京、

新疆、内蒙古建造了仓储基地。收购方

面，全年服务于三胖蛋向日葵种植基地

建设，在瓜子成熟的第一时间拿到全国

最顶尖的瓜子原料。只有这一系列的动

作，才能保证三胖蛋瓜子的质量。

特产瓜子走向国际舞台
最近几年，三胖蛋瓜子做得有声有

色，不论是实体店，还是网络销售，都拥

有了大量的忠实“粉丝”。

开业当天，三胖蛋食品也与内蒙古

民航集团机场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计划三年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全部民

用机场开设三胖蛋旗舰店，总投资将超

过 1500万元，三胖蛋计划 3年内，实现

三胖蛋旗舰店内蒙古自治区机场全覆

盖。

三胖蛋与内蒙古民航集团机场有

限公司达成合作，将三胖蛋这样的名优

品牌汇入机场店，让内蒙古好产品，内

蒙古特产进入全国游客的视线，覆盖全

国，辐射世界。

徐建忠说，三胖蛋作为内蒙古特产

品牌，创下了好评率突破 98%、复购率

突破 85%的业界神话。三胖蛋的品牌责

任感和硬实力赢得了巴彦淖尔市委、市

政府的肯定，成为首批入选“天赋河套”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企业，在“天赋

河套”的带领下，特产瓜子登上了更广

阔的舞台。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近日，呼和浩特 - 北京城市轨

道交通支付“互联互通”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地铁 1号线

呼和浩特东站展厅举行，青城地铁APP用户可在北京地铁

刷二维码乘车，亿通行APP可在呼和浩特地铁刷二维码乘车。

呼和浩特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支付“互联互通”，是指

“青城地铁”APP 用户可在北京地铁刷二维码乘车，北京

“亿通行”APP 用户可在呼和浩特刷二维码乘地铁，北京、

呼和浩特两地正式实现地铁乘车互联互通，业务范围包括

行程记录、线上补票等功能。这为两地乘客提供了更便利和

统一的多元化城市轨道交通互联网服务，提升了乘客选择

自由度。

呼和浩特地铁 1号线途经呼和浩特东站，两市间地铁

APP 实现互通，呼和浩特与北京高铁、地铁换乘交通一体

化的应用场景将实现，极大地方便了两市间乘客的出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城地铁 APP 适用于北京城市轨

道交通 (含西郊线和亦庄 T1 线有轨电车) 和市郊铁路 S2

线、怀密线。仅支持手机二维码刷闸乘车业务。暂不支持手

机购票现场取单程票业务，电子定期票以及大兴机场计次

票业务。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首都机场线、大兴机场线除外)实

行计程限时票制，具体票价方案为起步 6公里(含)内 3元，6

公里至 12 公里(含)4 元，12 公里至 22 公里(含)5 元，22 公

里至 32 公里(含)6 元，32 公里以上部分，每增加 1 元可乘

坐 20公里，票价不封顶。首都机场线全程实行单一票价 25

元。

大兴机场线普通车厢实行计程限时票制，具体票价方

案为：20公里(含)以内10元，20公里到30公里(含)25 元，30

公里以后 35元。大兴机场线商务车厢全程单一票价 50元。

乘客乘坐轨道交通一次行程在付费区内最多可停留 4

个小时(首都机场线除外)。

另外，乘客使用青城地铁APP 乘坐北京轨道交通时，

不享受月度累计折扣优惠。

已注册开通青城地铁 APP二维码乘车的乘客，如下方

法开通北京地铁二维码乘车：

1.乘客打开“青城地铁 APP”后，选择“北京电子地铁

卡”点击“去乘车”按钮。

2.选择绑定的支付渠道，跳转至支付渠道绑定页面，乘

客点击“开通支付宝免密支付”按钮，跳转至支付宝免密支

付签约页面，乘客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后，点击“确认开

通”按钮，转到“二维码乘车开通成功”页，即完成绑定支付

渠道操作流程。

3.支付渠道绑定成功后，即成功开通青城地铁 APP 乘

坐北京地铁二维码乘车业务。
注：开通“北京电子地铁卡”前需确保您已开通“呼和浩

特电子地铁卡”，呼和浩特地铁电子卡开通操作与开通北京

电子地铁卡步骤一致。

在青城地铁APP首页，乘客选择“北京电子地铁卡”点

击“去乘车”按钮或者底部的乘车按钮，即可生成乘车二维

码。乘客进出闸机前可将手机乘车二维码，对准身体右侧进

/出站闸机的二维码扫描区。闸机验证通过，闸门开启，乘

客即可进 /出站乘车。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截至目前，内蒙

古粮食播种面积突破 1 亿亩，达 10015 万亩，为全年粮食

丰收打好基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内蒙古玉米、小麦、大豆等主要粮

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分别达 5623 万亩、827 万亩、1684 万

亩，均呈增加态势。截至 6月 2 日，全区玉米、小麦播种基

本结束，大豆、马铃薯播种已接近尾声，水稻播种进度已超

过 80%，杂粮杂豆播种进度为 70%左右。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新闻发言人王雨锋介绍，内蒙

古已向各盟市下达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要求粮食播种面积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层层压实稳定粮食生产责任。同时，积

极释放政策信号，下达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等各类资金 146 亿元。在玉米、大豆主要农产品价

格上涨和化肥、农膜价格下降等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全区农

民种粮积极性提升。

王雨锋说，内蒙古各地抢抓春播前最佳施工窗口期，加

快推进 800 万亩高标准农田、12.2 万亩盐碱地改良试点、

700 万亩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500 万亩以上耕地质量

提升等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早完工、早使用、早见效，进一步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目前，各级农牧部门专家、农业技

术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对已出苗的小麦、玉米等作

物加强除草、浇水、施肥等田间管理，促进苗齐苗壮。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既是全国耕地保有量超过 1亿

亩的 4个省区之一，也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8个粮

食规模调出省区之一，玉米、大豆、马铃薯主要粮食作物和

谷子、高粱、绿豆等杂粮杂豆产量居全国前列。 据新华网

内蒙古商务厅、金融办、工商银行
共同致力“春融、春润”行动

乘数效应支持复工复产

“小瓜子”做“大文章”
三胖蛋携手内蒙古民航助推特产瓜子走向世界

6月 5日起，青城地铁APP 与
北京地铁实现“一码通行”!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逾 1亿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