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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商周刊

M盟市“商”情
ENGSHISHANGQING

本报讯（记者 王丰）9 月 26 日

至 27日，自治区工商联与自治区商务

厅、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内蒙古乌审

商会赴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开展“京蒙

合作走进旗区系列活动”。自治区工商

联党组成员白春艳，自治区商务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尚志强参加考察和座

谈等活动。

考察组先后到图克镇牧名奶食品

有限公司、乌审旗宇华农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无定河镇高效农业示范园等

17 个企业和基地考察，并与相关企业

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发展规划情况。考察组还与乌审旗领

导和相关部门举行了座谈会。

白春艳在座谈会上指出，乌审旗

农畜产品产业有基础、发展有需求、形

势有变化，开展“京蒙合作进旗区”对

促进乌审旗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农民

增收、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工

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

后续服务，积极协调解决问题，推动京

蒙合作走进旗区取得实效，促进我区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白春艳强调，民

营企业要加快推进当地农畜产品宣传

和推广，推进线上线下营销，优化经营

模式，明确责任主体，要坚持“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渠道互通”原

则，落实组织支撑，加强渠道合作，推

动当地农畜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9 月 29 日上午，锡盟工商联联合

锡林郭勒盟福建商会，阿巴嘎旗委统

战部、工商联在阿巴嘎旗哈乐穆吉养

老服务中心共同举办“送温暖、办实

事———商会企业在行动”捐赠仪式。锡

林郭勒盟委统战部副部长、盟工商联

党组书记胡梅，福建商会会长杨移家，

阿巴嘎旗旗委统战部部长毛紫楠及盟

工商联、阿巴嗄旗工商联相关工作人

员和哈乐穆吉养老院老人及职工共同

参加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以福建商会为捐资主

体，旨在引领民营企业发扬无私奉献

精神，通过捐资捐赠等办实事活动，带

动广大民营企业施以援手，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副部长、盟

工商联党组书记胡梅致辞中讲到，今

年，全盟上下以学习党史为契机，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着力解

决贫困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全盟统

战系统积极响应，发动民营企业广泛

参与，全盟上下涌现出了很多先进民

营企业典型。

广大民营企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

同时，不忘回馈社会，在促进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中不断发挥表率作用，并作

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广大民营企业进

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公益事业的

典范，在全盟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

贡献力量！同时，希望阿巴嘎旗哈

乐穆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体员

工把这次爱心捐赠化作动力，不断提

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确保每位老人住

得安心，颐养天年，真正成为老年朋友

的家园。

仪式上，福建商会会长杨移家向

哈乐穆吉养老服务中心捐款 10000

元，表达了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和企

业事业的支持鼓励。参加仪式的相关

领导和盟工商联党支部分别向养老院

老人捐赠了节日慰问品、红色书籍及

文化用品。阿巴嘎旗旗委统战部部长

毛紫楠、哈乐穆吉养老服务中心负责

人邹艳文分别在发言中致谢盟工商联

和福建商会在公益事业上给予的大力

支持。养老院的老人们也用歌声表达

了感激之情。

下一步盟工商联还将联合会员企

业开展向最困难群体的捐赠活动，进

一步引导民营企业宏扬企业家精神，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政治底色和

红色基因，使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不

断转化为服务群众和基层的现实举

措。 宫尚莲

近日，赤峰市工商联组织部分

生产、销售农特产品的民营企业赴

沈阳市赤峰商会进行考察对接。

考察团一行到沈阳市赤峰商

会会长企业赤峰宏基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考察交流并座谈。座谈会上

沈阳市赤峰商会秘书长于贵东、监

事长单泷介绍了沈阳赤峰商会会

员以及商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

商会相关会员企业介绍了近期拟

组织有关企业回乡开展项目考察

事宜；与会赤峰企业分别围绕企业

产品、特色优势做交流发言。

赤峰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王国刚表示，此次到沈阳市赤峰

商会考察调研，是赤峰市工商联服

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开展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工作的具体举措，希

望商会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

广泛宣传赤峰招商引资以及人才

工作的相关政策，同时为家乡的名

优特产品进行广泛推介和推广，为

产品进驻拓展辽沈市场做出贡献。

同时要进一步宣传赤峰、推介赤

峰，积极开展旅游对接，将赤峰丰

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家乡的美全面

具体的展示给辽沈人民。

红杉

9 月 23 日，巴彦淖尔市工商

联（总商会）举办第二十九期蒙商

大讲堂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

活动。市工商联机关领导及有关人

员、市工商联（总商会）执委、各直

属商（协）会负责人；各旗县区工商

联党组书记、主席共计 150人参加

了活动。

活动邀请了中企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与智能商业应用实践专家

韩迎娣老师进行了《互联网下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讲授。课程以数字

化转型逻辑及应用场景为切入点，

帮助企业家认知数字化建设体系、

认知企业创新商业模型场景链，帮

助企业提升数字化创新能力及应

用能力。

参会人员表示进入互联网 +

时代后，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新的商业规则给传统行业带来巨

大挑战，此次讲座与会人员受益匪

浅，不仅了解了数字化本质与逻

辑，更能够结合自身实际，学以致

用。

市工商联副主席问永钧主持

讲座并指出：与会企业家能够结合

各自企业发展的实际，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大

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以最坚决的态

度，以最有力的举措，勇于创造、敢

于担当、团结协作，心无旁骛办好

企业，行稳致远发展实体经济，为

实现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何涛

9 月 30 日，总投资 140 亿元

的双良 40GW 单晶硅一期项目

（20GW）正式点火投产。该项目于

今年 5月 5日开工建设。从建成到

投产不足五个月时间。

这是“筑巢引凤”结出的丰硕

成果，这是“包你满意”跑出的包头

速度。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签约项目

637个，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6 倍，

制造业投资增长 3倍，工业技术改

造投资增长 46.9%，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 1.5 倍，民间投资增长

54.6%。

今年以来，包头市瞄准重点产

业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引进了

一大批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

民营 500 强以及国内外行业头部

企业、新锐企业，签约了众多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大项目好

项目，为包头加速集聚和培育重点

产业，加快建设多元发展、多极支

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现代化经

济体系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有力

的支撑。

卢成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文明

城市创建复检工作开展以来，康巴

什工商业联合会在包联小区坚持

以居民为中心，一心一意解决群众

困难，努力打造文明祥和的小区环

境，赢得了居民的交口称赞。9 月

24 日，青春山街道蓝鹏小区居民

送来“暖心”旗表达谢意。

在创城复检工作验收前期，蓝

鹏小区由于小区居民多，建设年限

较长，小区存在小广告较多、楼道

内杂物堆放、墙面斑驳，小区围墙、

道路年久破损等一系列问题，给工

商联创城工作开展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通过陆续在小区内开展卫生

环境整治工作、破损围墙道路修复

工作、老旧公共设施粉刷工作等，

一步一个脚印，小区整体卫生环境

极大提升，曾经的乱摆乱放现象不

见了，私开小菜园变成了绿地，还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提

升小区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景观，

并且不断加强文明城市创建宣传

力度，动员居民参与到创城工作当

中，形成“小区是我家，环境靠大

家”的良好氛围。

接过锦旗的工商联干部表示：

“这是居民们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鞭策，居民

热情参与支持，增加了我们今年创

城复检工作开展的信心与决心。”

姜泽军

9 月 27 日，鄂尔多斯市工商

联举办了一场简单温馨的荣誉退

休仪式。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

商联党组书记刘占平，市工商联主

席聂永胜、副主席韩磊及有关科室

负责人等老中青三代干部职工齐

聚一堂，共同欢送市工商联一级调

研员郑晓俊同志荣誉退休。

会上，郑晓俊同志深情回顾四

十年的工作历程，细诉共同工作的

艰辛与欢乐，真切表达对工商联事

业和同事们的不舍之情，同时表示

她将退休不退色，遵守相关干部退

休规定，继续发挥余热，贡献自身

力量，并对组织的关怀深表感谢。

与会同志纷纷表达了对郑晓俊同

志的依依惜别之情，回顾了共同奋

斗时的酸甜苦辣，并衷心祝福郑晓

俊同志退休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身体健康。

刘占平、聂永胜对退休同志多

年来为鄂尔多斯市工商联事业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们充分

肯定了郑晓俊同志在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和默默奉献

的敬业精神，希望退休后在享受健

康、幸福晚年生活的同时可以常

“回家”看看。 姬敏

9 月 27 日上午，满洲里市工

商联与市委统战部、市科协、市

总工会、市残联、市贸促会在我

市道南革命烈士公墓共同开展

了“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党日活动和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

在烈士纪念碑前，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集体肃立脱帽，举行了

庄严的哀悼仪式，随后工作人员

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红色精

神，是革命永垂不朽的丰碑，鲜

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佩戴党

徽，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一起重

温入党誓词，用铮铮誓言表达共

产党员的爱党敬业，砥砺前行的

使命担当。

铮铮誓言，是往昔遇挫奋起

的颂歌，通过缅怀革命先烈，学

习革命烈士对党忠诚，舍生忘

死，顾全大局的政治品德；学习

革命烈士意志坚定，坚韧不拔，

团结一致的集体精神。

此次祭奠红色教育活动的

开展，让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接受

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进一步增

强了理想信念，纷纷表示要将此

次活动精神转化为干事的永恒

动力，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革

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工作岗位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一凡

广袤富饶的苏尼特草原是闻

名遐迩的纯天然牧场，也是著名的

苏尼特羊的故乡，这里奔跑着被誉

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声名享

誉国内外。

“满都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是

1996 年我的父亲创办的苏尼特左

旗第一家民营肉食品企业，后来我

们三姐妹传承父亲的肉食品企业，

注册了草之味、吉鲁根、草原三姐

妹这几个商标。”苏尼特左旗满都

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凤

艳介绍道。

满都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立

足本地资源优势，坚持与牧民紧密

合作，不断拓展肉类加工产业和销

售渠道，本着诚实守信、质量第一

的经营宗旨，使企业由小到大，由

弱变强，成为苏尼特草原上闻名的

肉食品加工企业。

当地民众说，“多年来她们扶

危济困，捐助了不少钱，当地只要

谁家有困难，三姐妹知道后，总会

伸出援助之手。”

满都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成

立至今，走过了 20 个年头，经历了

无数的艰难与困惑，正是凭借着苏

尼特人的骆驼精神和“三凤凰”的

工匠精神，企业做到了专注干好一

件事———让驰名中外的苏尼特羊

肉走出草原，走上每个寻常老百姓

的餐桌，走向世界。 焦扬

“草之味”打造草原上的“领头羊”
M民营企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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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京蒙合作活动走进乌审旗

兴安盟江苏商会
召开成立大会

9 月 26 日上午，兴安盟江苏商会

在乌兰浩特市博源蓝海御华大酒店召

开成立大会，盟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朱中文，盟委统战部副部长、盟工商联

党组书记陈忠凯出席会议，盟工商联

主席、总商会会长关冶出席会议并致

辞，盟工商联班子成员、乌市前旗两地

统战部、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兄弟商

会会员共计 100余人应邀参加。

大会宣读了《兴安盟江苏商会章

程》，新当选的第一届兴安盟江苏商会

会长陈广圣代表商会班子作了表态发

言。

关冶指出，兴安盟江苏商会的成

立，是江苏籍民营经济人士的一件喜

事，也是兴安盟民营经济发展进程中

的一件大事，对两地工商业界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必将发挥积

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就下步商会工

作，关冶提出三点期望：一是要加强政

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二是要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是要弘

扬企业家精神，增进民生福祉。

白永君

送温暖、办实事，商会企业在行动

考察对接会，添彩

蒙商大讲堂，开讲

筑巢引凤来，有招

文明城市创建，出力

荣誉退休仪式，暖心

10 月 8日，内蒙古北梁律师事

务所召开以“服务社会各界，助力

法治中国”为主题的座谈会。旨在

开门纳谏，集思广议，整合社会各

届资源和力量，努力打造一流的专

业律师团队。为社会各界提供专业

的法律服务，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放在第一

位，为当事人提供优质、专业的法

律服务。

 内蒙古北梁律师事务所事务所

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法律服

务律师团副团长、内蒙古山东商会

副会长宋孝彬说，下一步，内蒙古

北梁律师团队将继续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严格以军人风范律物

正身，以旗帜鲜明的思想、思路和

价值观打造内蒙古一流的专业化

律师团队，使内蒙古北梁律师事务

所走向世界。 齐美萍

助力法治中国，有我

推动 2021 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端峰会项目落地
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安润生一行赴包头指导

本报讯（记者 王丰）10 月 10

日，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带队

赴包头市推动“2021 全国工商联

主席高端峰会”项目落地。自治区

工商联副主席、微科（内蒙古）新材

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宋光

荣、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郑海明、中国航天建设集

团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新权、

广东省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

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副董事长郭迪善等企业家

代表参加座谈。

在座谈会上，包头市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锐就清洁能源发展的基

本情况，探索以基地化、集约化、规

模化开发新能源项目为抓手，建设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示范项目总投资 150 亿元，打造风

光电一体化全产业链配套基地，进

而带动高端铝合金新材料、储能、

制氢等产业多元化在包头市联动

发展等开展交流。

安润生表示，包头市的营商环

境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美，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在国际国内有较强

影响力的知名企业慕名来包投资

兴业。内蒙古微科新材料这个项

目，是在 2021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

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包头签

约的重点项目之一。希望这个项目在

包头市政府和自治区工商联的大力

支持下，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

在两家企业的强强合作下，早日达

产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