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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签约，巴彦淖尔市
跨境电商将实现“零突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加快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主

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保障电力

安全稳定供应，日前，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部署进一

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工作。

《通知》指出，按照电力体制改革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进一

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保障电力安全稳

定供应的关键举措，是加快电力市场建

设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的重要支撑。

通知》明确了四项重要改革措施：

一是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

电价。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

力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在“基准价 + 上

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网电价。二是扩

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将燃煤

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

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

浮 20%限制。三是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

入市场。有序推动尚未进入市场的工商

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取消工商业

目录销售电价。对暂未从电力市场直接

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

电。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四是保持居

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居

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

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

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保

持现行销售电价水平不变。

《通知》要求，强化保障措施，确保

改革平稳落地。一是全面推进电力市场

建设。有序放开各类电源发电计划，健

全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培育合格售电主

体。二是加强与分时电价政策衔接。加

快落实分时电价政策，出台尖峰电价机

制，做好市场交易与分时电价政策的衔

接。三是避免不合理行政干预。要求各

地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推进电力市

场建设，对市场交易电价合理浮动不得

进行干预。四是加强煤电市场监管。及

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良好市场秩

序；指导发电企业特别是煤电联营企业

合理参与电力市场报价。

此次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真正建立起“能跌能涨”

的市场化电价机制，标志着电力市场化

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利于更好发

挥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

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电力安全稳

定供应、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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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

内蒙古大地上，处处涌动着学习的热

潮。国有企业一线职工和“最美中国路

姐”代表、高路公司呼和浩特东收费所

收费员李娜作为一名青年一线职工，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工作，脚踏实地、不

懈奋斗，为交通行业的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在平凡岗位上演绎着属于他们的青

春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开创

未来，立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为世界谋大同。我感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逻辑严密，字字珠玑，登高

望远。作为高路公司的一名基层收费

员，通过几年的历练，李娜可以熟练判

断不同车型，娴熟使用文明用语、真诚

做到微笑服务、准确处理特勤车辆……

入职以来，三尺票亭中展现了她的工作

能力，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实现了人生价值，同时对收费员这个身

份有了更多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据李娜介绍，学习了总书记的“七

一”讲话后，更加坚定了自己坚守一线、

干在一线、干好一线的决心，依托“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内聚焦公司

之发展，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国

企三年改革行动建言献策;对外立足工

作岗位，做好优质文明服务，想司乘人

员之所想，急司乘人员之所急，不断增

强司乘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树立高路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

李娜表示，今后会立足新起点，充

分利用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依托党支

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和志愿服

务活动等，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落地生根，从重要讲话中汲取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全面了解收费

政策和高品质交通服务的内在要求，着

力提高优质文明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

水平，用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指导工作

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

效。

作为草原芳华收费队“最美路姐团

队”中的一名成员，李娜始终践行着“路

畅人和、聚善集美、义利共赢”的企业核

心价值观，秉持“以人为本讲和谐，以车

为本解乘忧”的服务理念，在“内强素

质，求真务实打造温馨高速团队;外树

形象，三尺岗亭匠心铸就服务品质”

的发展目标引领下，不断丰富和拓

展高速公路服务新内涵，精心打造

服务特色品牌，以高品质的服务树

立了高路人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

作为青年一线职工，我们将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严格遵守交通职业道德，用心用情

服务好每位司乘人员，在基层工作中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本

职、踏实苦干，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青

年人青春靓丽的本色，在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绽放青春风采。

“最美中国路姐”代表李娜：
学深悟透做实 在平凡岗位上演绎青春本色

本报记者 阿斯茹

昔日盐碱滩，今秋米满仓。在这片土地上，水稻不仅能成

功种植，而且品相品质俱佳;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沉甸甸的

稻谷，还有活蹦乱跳的螃蟹、小龙虾，当地农民采用“稻田河

蟹”的生态种植模式，既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高稻谷

的品质，还可以增收。如今，在这阡陌纵横的田野里，稻田、蓝

天、白云共为一景，如诗如画，绿了田野，美了乡村、富了村民。

10月 11 日上午，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带你领略

丰收的画卷。

806.66公斤
“金黄香三号”产量创新高!

当日上午 10 时，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内蒙古

盐碱地水稻高端品种选育基地，金灿灿的稻谷一眼望不到头，

微风一吹，稻浪滚滚，稻谷的香味迎面扑来。一个个颗粒饱满

的稻穗泛着金黄，将一棵棵水稻压弯了腰，伴随收割机发出的

轰鸣声，水稻颗粒归仓，丰收的喜悦让现场沸腾了。更让人激

动的是，水稻新品种———“金黄香三号”创下全区水稻产量新

纪录，综合平均亩产达到 806.66 公斤。

“我们培育的这个水稻新品种叫‘金黄香三号’，其特点就

是抗盐耐碱、生产期短、不倒伏，‘金黄香三号’水稻是专为沿

黄灌区培育的高产优质盐碱地水稻新品种。”内蒙古稼泰绿色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勋告诉记者。通过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科学院、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和土默特左旗

农业保障服务中心专家的现场田间测产，各位专家严格按照

水稻测产流程标准，最后测得绿色种植地块亩产 887.28 公

斤，有机种植地块亩产 726.03 公斤，综合平均亩产 806.66 公

斤。“金黄香三号”不负众望，产量创下北方高寒地区一季稻常

规水稻的最高纪录。

稻蟹共生 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
“秋风起，蟹黄肥”。在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沙尔营乡古

尔丹坝村，丰收在即的稻田里，稻浪滚滚，稻穗颗粒饱满，稍有

微风吹过，稻田就荡起小小的“浪潮”。在这里，最吸引人目光

的要属稻田边围起的长长的围栏了。据介绍，那是专门为了防

止河蟹逃跑而设置的防逃膜围栏。谁又能想到这里的稻田竟

然藏着螃蟹，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

呼和浩特艾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永红

介绍，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回乡创业，把传统发展观念与现代

科技观念相结合，在传统基础条件下种植传统产物，在现代科

技观念的引导下发展新型产业，稻田蟹与稻田的养殖种植，非

本区域的绿植，水果的引进种植。经过 9年的发展，已成为现

代服务业为主的大型农业集团。带领本地区域内农民，低收入

人群共同创业投资，共同致富，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稻蟹共养种植，改变了这里延续千百年的耕作方式，也改

变了这里存在千百年的盐碱滩涂，“贫瘠荒滩”摇身一变成“鱼

米之乡”，绿了村庄，富了村民，一切都在悄然改变。而接下来，

这种令人欣喜的变化还会持续不断地上演……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 通讯员 王

效平）绿色食品加工、信息技术、林草、

现代物流、现代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近年来，和林格尔县紧紧围绕这

“六大产业”精心谋划招商引资工作，

千方百计引进一批支撑作用大、科技

含量高、产业链条长、辐射带动强的好

项目、大项目，让上下游相关配套企业

“抱团而来”，推动优势产业全产业链

集中集聚集约发展，着力做强以乳业

为核心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做大生

猪、肉牛、草业等优势产业，全力打造

以建设区域物流中心为引领的现代物

流产业集群，形成了“一产更稳、二产

更强、三产更优”的良好局面。

2021 年全县实施重点项目 145

个，总投资 241.03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56.03 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工

125 个，开复工率 86.2%，已完成投资

40.03 亿元。其中政府投资项目 104

个，总投资 33.6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93 亿元，已完成投资 7.45 亿元，已

开复工 89 个；企业投资项目 41 个，

总投资 207.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7.1 亿元，已完成投资 32.58 亿元，已

开复工 36个。

绿色食品加工产业类项目 13

个，涉及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工业版

块）5G数字工厂大低温版块项目（新

建）、草原新牧民八万头奶牛种养加一

体化项目(一期二万头）（续建）、正缘

1 万头奶牛项目（新建）、贾国龙功夫

菜超级中央厨房项目（新建）、正大鸿

业食品加工厂项目（续建）等。

和林格尔县自 2016 年引进正大

集团以来，投资 50亿元全力打造 100

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包括 10 万

亩现代化绿色种植业、36 万吨专业猪

饲料加工厂、150 万头生猪养殖、150

万头屠宰加工和 10 万吨食品深加工

项目，配套建设上游专业物流和下游

冷链物流项目，并在终端布局 1000

家正大绿色食品专营连锁店，实现一

二三产业深度有机融合。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年综合

销售收入超 100 亿元，年创造综合税

收 4.5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2 万余个。

目前，在养殖业方面，已建成 60 万头

生猪养殖基地，在建的 100 万头生猪

养殖项目预计 2023 年 12 月建成。在

加工业方面，配套 36万吨专业化饲料

加工厂已经建成投产，配套智能化单

班 150 万头屠宰加工厂正在建设，预

计 2021 年 12 月建成投产；配套动保

诊断实验室正在建设，预计 2022 年 4

月建成投产；配套 10 万吨食品深加

工项目预计于 2022 年 4 月开工建

设，2023 年 12 月建成投产。

和林格尔县下一步将围绕全市

“六大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强链延链

补链行动，精心绘制“招商地图”，

出台《和林格尔县六大产业集群招

商引资工作方案》，由一名县处级

领导担任“集群长”，专班专组推进产

业链招商工作，瞄准产业集群头部企

业，争取年内再签约 24 个项目；在优

质高效地服务好现有企业的同时，切

实发挥好企业家的人脉信息资源作

用，形成“招一个、引一串、带一片”的

乘法效应。

开启“加速度”，和林格尔县百余项重点项目全面建设！

盐碱地里稻花香
蟹稻共养丰收忙

讲好诚信故事
弘扬诚信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诚信兴商”宣传月（宣）

奋斗：把总书记嘱托落在实处

走进乡村看小康

（5版）金融周刊

以旅游为媒
青岛向青城发出
来自大海的邀约!

重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