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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内蒙古

商务厅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

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田永，全体班

子成员以及各处室负责人，共同学习全

会精神。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一篇

具有极强历史穿透力、思想引领力、政治

动员力、时代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

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六中

全会思想含量、知识含量十分丰富，意义

极为重大、影响极为深远。

会议要求，厅领导要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结

合业务工作，为所在支部党员讲授一堂

党课。全厅上下要把学习全会精神同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一体学习理解，一体贯彻落实，确保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覆盖到每个支部、每名干

部。

参加学习的各处室负责人一致表

示，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

核心要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联系工作

实际，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今年的各

项工作任务，积极谋划明年的工作目标，

切实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成果转化为

推动商务口岸工作的实际成效。

本报讯（记者迪威娜）11 月 27 日，民

族·星云里时尚购物中心开业。民族·星

云里是内蒙古民族商场应对市场变化的

华丽转身，是传统百货店转型升级的新

突破。以“亲情、友情、爱情”为主题，打造

沉浸式购物场所，成为首府地区又一网

红打卡地。

据介绍，民族·星云里是民族商场应

对市场变化的华丽转身，是传统百货店

转型升级的新突破。面对市场形势变化

和疫情冲击，民族集团为了积极顺应新

零售业态变换和引领商业发展，进一步

优化消费购物环境、提升中山路商圈经

营档次，跟紧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大势，积

极转型升级，向智能商业转变，实现数字

化升级，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让民族商

场成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具体服务场所。民族集团在对民族·星云

里改造提升的同时，对民族商场、满达商

城外部街区进行提升，打造一条有特色

的、以数字化为基点的现代智能民族商

业街。

在民族·星云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众

多的知名品牌，集各种功能业态组合，线

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以及成熟的会员和

全渠道的营销模式，每个楼层重新规划

商业动线设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耳

目一新。一楼主题为“浪潮”，经营定位为

“国际快时尚、国际买手店、国际美妆、国

际运动、国际潮牌、休闲饮品、艺术策

展”，沉浸风格为“未来基地”；二楼主题

为“花海”，经营定位为“少淑服饰、甜品 /

饮品、美妆 /配饰、生活方式、艺术策展”，

沉浸风格为“网红花园”；三楼主题为“童

年”，经营定位为“童装、儿童乐园、儿童 &

青少年教育、儿童玩具、母婴用品、儿童

餐饮”，沉浸风格为“童话世界”；四楼主

题为“雅舍”，经营定位为“家电、家居用

品、生活方式”，沉浸风格为“山水雅庭”；

五楼主题为“食界”，经营定位为“特色餐

饮 / 轻餐饮影院 游戏厅 /VR/ 艺术馆”，

沉浸风格为“日式简约”；六楼主题为“城

市汇客厅”，经营定位为“青岛啤酒小吃

城”，沉浸风格为“年轻时尚”。

首店旗舰店联袂入驻，引爆首府消

费市场，其中有：国际快时尚品牌、内蒙

古首店GAP，全球高端美妆集合店、内蒙

古首店 HAYDON、全球快时尚领先品

牌、内蒙古首家旗舰店 URBAN REVI-

VO，国际潮玩集合店、内蒙古首店 TOP-

TOY头号玩家，打造全球连锁的、国际一

流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方地区首店

汤姆猫亲子乐园，打造年轻家庭精品家

居一站式“购物、居家、好日子”生活旗舰

店、内蒙古首店简艾生活 -家居馆，时尚

女性服饰品牌、内蒙古首家旗舰店GLO-

RIA 歌莉娅，“小米之家”内蒙古首家旗

舰店等。

首家引进裸眼 3D 户外大屏，将对民

族·星云里形象提升、对于首府户外媒体

的数字化创新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更

好地展示宣传品牌。

创新营销模式，做好新零售，引进现

代化手段，改变传统的营销方式，利用商

业设施、景观、场景、服务、经营手段、先进

的数字化技术，再现沉浸式、体验式的消

费。

自筹资金建设立体停车场，为进一步

解决消费者停车难的问题，民族商场将在

东楼后院建设立体停车场，建设车位 200

个。

民族商场，是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最为

悠久的商业企业，始建于 1954 年，营业

面积 8.1 万平方米。多年来，民族控股集

团为呼和浩特和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和市

场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荣获中华老字

号、金鼎百货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绿色

商场、“民族”驰名商标等荣誉，为社会提

供了 2万多个就业岗位，是自治区商业

发展的一面旗帜。数十年来，民族商场深

刻地影响着几代人的生活，并持久地引领

着这座城市的时尚和消费潮流。作为中

华老字号企业，民族商场金字招牌依然历

久弥新。

今年以来，稀土高新区持续发扬

“雷厉风行、勇于担当、善作善成”的奋

斗精神，牢固树立以项目招商看发展、

论英雄的鲜明导向，秉承“项目为王、谋

划为先、招商为重、落地为要”理念，全

员参与、全力出击、全面推进，持续打好

“谋划、争跑、招引、建设、保障”组合拳，

项目建设和招商工作保持了“总量扩

张、结构趋优、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攻城拔寨，高端高新

项目加速聚集，经济发展释放澎湃动

能。

加压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双良集团

40GW 单晶硅项目仍在如火如荼抢工

期、赶进度。该项目从奠基开工到点火

生产仅用时 5个月，跑出了超百亿投资

大项目落地建设的新速度，成为行业内

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建设周期最短的

示范案例。

双良集团 40GW 单晶硅项目是

2021 年包头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该

项目采用全球最先进的 160 单晶炉以

及领先的切片机，全面实现“数字化管

理、智能化生产”，全部达产后具备年产

硅片 40亿片的生产规模，用于光伏电

站的年发电量超过 600 亿度，相当于

三峡大坝全年装机发电量的 60%，项

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300亿元以上。

项目开足马力建设的背后是一项

项助企“硬核”措施的强力支撑。“一对

一”包联、“无缝式”对接、“保姆式”服务

等持续发力……稀土高新区主动作为、

精准施策、精细服务，制定出台《包头稀

土高新区 2021 年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推进及领导包联工作方案》，每个项目

由包联领导、跟踪部门负责人和相关职

能部门组成包联项目工作小组，及时解

决项目建设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针对项目制定年度推进方案，实行周报

月结，督促业主加速办理项目前期手

续，落实项目进区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及时帮企业解困、给项目护航、为发展

除障。

今年，稀土高新区组织实施亿元以

上重点项目 96 个，同比增长 16 个，总

投资 560.77 亿元，同比增长 87.1 亿

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171.7 亿元，同

比增长 40.6 亿元。截至 10 月 15 日，

96个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前 10月累计

签约项目 110 个，总投资 1088.57 亿

元，落地项目 93个，落地率达 84.5%。

吹响招商攻坚“集结号”
优质的产业项目从哪里来？“没有

招商引资的高质量，就没有项目建设的

高质量，就没有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今年以来，稀土高新区通过全面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创新拓展委托招商、

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多种招商引资

方式，扎实开展招商引资大走访、大对

接。

截至 10 月底，共会见企业、科研

院所、协会商会等 571 家，接洽“3 个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162 家，其中

世界 500 强企业 35 家、中国 500 强企

业 34家、民营 500 强 17 家、行业龙头

企业 76 家，形成持续抓开放、促合作的

良好招商氛围，进一步加强了项目储

备，推动了一批项目签约落地。

在签约项目中，有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中车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

公司等世界 500 强企业 3 家; 双良集

团、上海电气等中国 500 强企业 8 家;

金锣水务、远东国际融资租赁等民营

500 强企业 2 家;天顺风能、青岛中加

特等行业龙头企业 6家。签约项目涉及

10余个产业类别，主要包括稀土、有色

金属、整车及零部件制造、风扶项目等

非金属材料、现代金融等。

众多大项目能够落地稀土高新区，

其招商引资力度不言而喻。今年，稀土

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聚焦高端高新，

开展了系列招商活动，引进了一批高精

尖、新业态、新模式好项目，点燃了产业

发展的“强引擎”。

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以双良集

团 40GW单晶硅项目为抓手发展光伏

产业，加快落地一批组件、电池等延伸

配套项目，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条，促

进光伏产业由初级向高端攀升;以中车

电机、天顺风能等项目为抓手发展风电

装备产业，全面构筑上下游配套协作链

条，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于一体的风

电装备制造基地; 以长安永磁电机、中

科智能伺服电机等项目为引领发展永

磁电机产业，积极引进江苏嘉轩智能、

青岛中嘉特电气等永磁智能高效电机

项目落地建设;以东宝生物、稀宝博为

等项目为抓手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加快

推动稀宝方元耳鼻喉全科镜、医疗移动

核磁共振单元筛查等项目立项建设，加

快培育形成新的特色主导产业。

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围绕稀土

产业“2+2+N”发展方向，加快推动总

投资 5.6 亿元的英思特磁材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 2亿的利晨科技年产 3800

吨抛光粉及纳米抛光液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的金力永磁年产 20000 吨稀

土永磁材料项目、总投资 3.9 亿元的大

地熊年产 5000 吨高端制造高性能稀

土永磁材料及器件项目等 32个项目建

设，促进稀土产业集群化、规模化、高端

化发展; 加快提升有色材料产业层级，

推动稀土改性高纯氧化铝抛光粉、超导

铝合金新材料等项目加快实施。抓住国

家加快发展新能源的重大机遇，重点推

动金风科技、中车电机风电设备总装厂

及关键配套等装备制造项目落户。

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重点项目建

设，优质营商环境的推动作用尤为重

要。近年来，在稀土高新区，一批批项目

从引进、落地，到建成、投用，优质的营

商环境和服务便是贯穿始终的重要保

障。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为推动

重点项目建设，稀土高新区各级领导干

部以“战”的姿态、“抢”的意识、“拼”的

精神，实行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模

式，形成“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部

门、一个联络人、一套方案”的“五个一”

推进机制，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将

区内 320 多家重点企业划分为 6 个网

格，实施点对点、一站式、一条龙等精准

化专项服务，着力解决企业难题,靶向

发力，疏通堵点，消除痛点，用心用情用

力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服务。

此外，稀土高新区还积极推进“互

联网 + 政务服务”，深化“一件事一次

办”以及企业“网格化服务”“帮代办制

度”等改革，打造审批大厅“24 小时”自

助区;用足用好“企业承诺制”“容缺审

批制”“拿地即开工”等政策，加强对企

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电力多边交易等惠企政策，多措并

举帮助企业稳市场、稳资金、稳生产、稳

预期，全力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

服务和良好环境。

随着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好项

目、大项目、新项目落户，稀土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强磁场”效应不断释放。

项目建设像呵护一粒粒种子，只争

朝夕、千方百计、全力以赴，稀土高新区

时刻保持昂扬的状态，大干四季度、冲

刺总目标的激情和干劲愈加浓烈，成为

回荡在这片热土上的奋进旋律。

来源：包头新闻网

近日，乌海市商务局局长刘德翠带队

对该市摩尔城、电商产业园、九龙国际广

场、新洋市场等重点商贸项目进行了调研。

调研组在走访过程中详细了解项目

建设、运营和招商情况，仔细询问项目发

展运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与企业负

责人沟通交换意见和看法。

乌海市商务局局长刘德翠强调，推

进乌海市重点商贸项目建设对促进消费

升级、推动传统商贸行业转型、聚力发展

平台经济及网红经济有着重要意义，各

企业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加强信息交

流、团结协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强大合力。

同时要进一步坚定发展的信心，敢想敢闯

敢突破，共同开创我市商贸高质量发展的

新局面。 来源：乌海市商务局

近日，巴彦淖尔市商务局组织 6家企业参加由内蒙古

自治区商务厅主办，万展(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1 年欧洲国际农业、畜牧业线上展览会。本次线上展览

会在线云展览展示平台设置参展企业 20 家，采购商企业

40 多家，充分运用互联网、云技术等新模式，创新外贸洽谈

方式，线上开拓多元市场。

为确保巴彦淖尔市企业全程顺利参展，巴彦淖尔市商

务局明确专人帮助企业完成报名、上传信息、线上布展和预

约洽谈等前期准备工作。参展的 6家企业在展览会上以图

文、视频资料等形式投放展品相关信息，主要参展产品涉及

带皮葵花籽、去皮葵花籽、熟制葵花籽、无壳南瓜籽等，对扩

大巴彦淖尔市国家级籽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知名度起到了

较强的宣传推介作用。

展览会期间，巴彦淖尔市参展企业通过精心制作的文

字、图片、视频向采购商介绍产品，有 3 家企业进行了线上

洽谈，先后与采购商对接 5 次，累计促成合作意向金额

1000多万元。

另悉，12月 13-15 日，本次线上展览会将举办针对俄

罗斯、土耳其、芬兰采购商的第二场对接会，巴彦淖尔市商

务局将积极动员企业做好在线商品推广、展示的同时，通过

“特色展厅 +即时互动 +在线音视频洽谈”等功能，与海外

采购商“屏对屏”供采洽谈，助力企业抢订单、保市场。

来源;巴彦淖尔市商务局

2021 年 1-10月，锡林郭勒盟全盟对外贸易进出口总

额为 70.9 亿元，同比下降 31.6%，环比增加 7.3%。总额居自

治区第 6位，占全区总额的 7.1%。其中：出口额 19.8 亿元，

同比增加 36.6%，环比增加 5.9%;进口额 51.1 亿元，同比下

降 42.7%，环比增加 7.8%。

二连浩特市进出口总额 69.6 亿元，同比下降 35.4%，

出口 18.9 亿元，增加 33.5%，进口 50.7 亿元，下降 45.8%;

其他

地区进出口总额 1.3 亿元，同比增加 80%，出口 0.9 亿元，

同比增加 120.6%，进口 0.4 亿元，同比增加 26.3%。

其中，锡林郭勒盟主要进口国为蒙古、俄罗斯等国，主

要进口商品有铁矿石、铜矿粉、石油、煤炭、板材、粮油作物、

纸浆、未梳山羊绒、锌精矿、萤石等;主要出口国为蒙古、俄

罗斯、意大利等，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非公路用自卸

车、钢材、研磨球、沥青、农产品、无毛绒等。

来源：锡林郭勒盟商务局

绿色生态农产品、精美的民族工艺品，网红直播带货、

文化展览、活动洽谈……近日，“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二届

“云购东胜·好物节”系列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绒都步

行街举行。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分为三大主题：好乐东胜、好玩东

胜、好物东胜。好玩东胜、好乐东胜 2项活动已于国庆节期

间在各个景区陆续开展。好物东胜在东胜区绒都步行街举

行，现场共有 54 家企业包括文创产品、食品、农产品、羊绒

羊毛制品等 50多种品类近 300 多种商品进行展销。活动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产品展示、文化展览、产

品发布洽谈、网红直播带货、研学活动、“绒都·暖冬”大促销

等方式，吸引本地及周边城市消费者，提升本土产品知名

度。此外，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商企签约仪式，签约总额 1000

万元。 据《内蒙古日报》

让全会精神入心 把商务工作做实

传统百货应势转身

快来民族·星云里感受沉浸式购物体验!

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获悉，自 2014 年以来，截至 2021

年 10 月，内蒙古自治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

额累计为 4786.4 亿元，占同期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63.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内蒙古外贸“主力军”。

民营企业在内蒙古外贸中始终保持主体地位。8年来，

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为 4124.9 亿元，

占同期内蒙古外贸总额的 86.2%。

据统计，8年来，内蒙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

品以农产品、钢材、机电产品为主。农产品主要出口至中东

国家，钢材以质优价廉的优势在东南亚拥有广阔市场。截至

今年 10月，三者合计占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值

的 55%。进口商品以煤、铜矿石、木及其制品等商品为主，分

别进口 866.9 亿元、767.4 亿元、764 亿元，合计占同期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值的 75.2%。

随着内蒙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稳步发展，更

多“蒙字号”品牌和本土特色优势产品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

场。

“作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公司充分享受到了包头海关

的‘一企一策’红利。‘两步申报’‘秒通关’等便利措施帮助

公司的进出口驶上了快车道。粗略估算，仅仓储、物流环节

一年节省的成本就以百万元计。”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王宇介绍，今年企业出口订单持

续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 10倍。 据新华网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项目招引跑出新速度

乌海市商务局调研重点商贸项目

巴彦淖尔市 6家企业
亮相欧洲展览会

1-10 月锡盟实现
对外贸易额 70.9 亿元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好物节”
拉开秋冬惠民大乐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成为内蒙古外贸“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