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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教育厅了解到，2020 年，全区教育经费

总投入达到 853.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8％。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

778.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1％。

2020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经费为 635.3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5270.16 亿元的比例为 12.06%，比上

年的 11.83%提高了 0.23 个百分点。

2020年，全区幼儿园、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

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

算 教 育 经 费 情 况 是 ： 幼 儿 园 为

14486.64 元，比上年的 14037.92 元增

长 3.20％；普通小学为 15208.50 元，比

上年的 14809.79 元增长 2.69％；普通

初 中 为 19239.92 元 ， 比 上 年 的

18692.30 元增长 2.93％；普通高中为

22050.06 元，比上年的 20147.88 元增

长 9.44％；中等职业学校为 23498.69

元，比上年的 21666.25 元增长 8.46％；

普通高等学校为 22066.55 元，比上年

的 20777.24 元增长 6.21％。

2020 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

业费支出情况是：幼儿园为 13276.07

元 ， 比 上 年 的 11733.65 元 增 长

13.15％；普通小学为 13977.45 元，比上

年的 13633.92 元增长 2.52％；普通初

中为 17592.88 元，比上年的 17039.48

元增长 3.25％；普通高中为 19709.55

元，比上年的 17987.19 元增长 9.58％；

中等职业学校为 21021.61 元，比上年

的 19981.81 元增长 5.20％；普通高等

学 校 为 21309.35 元 ， 比 上 年 的

20609.24 元增长 3.40％。

2020 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

费支出情况是：幼儿园为 4467.40 元，

比上年的 3462.49 元增长 29.02％；普

通 小 学 为 3389.43 元 ， 比 上 年 的

3171.35 元增长 6.88％；普通初中为

4393.15 元，比上年的 3979.01 元增长

10.41％；普通高中为 6467.19 元，比上

年的 5338.35 元增长 21.15％；中等职

业 学 校 为 7382.99 元 ， 比 上 年 的

7165.69 元增长 3.03％；普通高等学校

为 9190.78 元，比上年的 9074.30 元增

长 1.28％。

王树天

“国补变少，下手趁早，即刻下定，锁定补

贴！”2021 年最后一个月，不少人都看到了品

牌车商发的手机短信或朋友圈友情提示。按照

当前国家推广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2022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将再度退坡 30%，而广州市

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 1 万元综合性

补贴也将在 12月底“到期”。补贴减少旨在将

新能源汽车消费转向市场引导，市场对政策的

依赖度有所降低。不过，对消费者来说，趁着

12 月还有补贴，2022 年元旦前购买新能源汽

车也许是个好时机。

市场：
买新能源汽车补贴减少了？

近期多家热门车企对旗下车型的调价和

权益调整受到关注。仅半个月时间，特斯拉就

对部分车型的价格进行了两次上调，还取消了

前置毫米波雷达。为何既涨价又减配？对此特

斯拉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除了缺芯外，还因为

2022年补贴将大幅退坡。同时，小鹏汽车三款

车型收缩用户的购车权益，新用户下单后购车

权益将减少近一半，也显然是因为 2022年补

贴退坡的原因。

记者留意到，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部

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2022 年补贴标

准将在 2021 年基础上再退坡 30%，同时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将至

2022 年底。按照此标准，续航大于 400km的

纯电车型在 2022 年补贴金额将降低 5400

元。

同时，据《广州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市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补

贴政策延期的通知》，广州市个人消费者购买

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补贴政策有效期截至今年

12月 31日。

调查：

新能源汽车明年涨不涨价？
2022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已是板上钉

钉，车企如何应对成为当下最热的话题，消费

者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补贴下降后，如何调

价格是一道很难的算术题。”乘联会秘书长崔

东树表示，关于补贴退坡，各车企应该早已做

好了准备，但每个企业不同的车型都会交出不

一样的答案。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车企采用了最直接的

涨价方式，如特斯拉旗下车型涨幅 1000 元到

3万元不等，“目前缺芯情况持续，而且部分订

购的新车的交付时间要到 2022 年第一季度。”

门店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以购新车需按

新价格来算。记者在特斯拉官网上看到，

Model 3 的补贴金额已由此前的 1.584 万元下

调到 1.1088 万元，差价为 4752 元。记者获悉，

预计明年才能交车的极氪 001 也被爆出涨

价，如按 2022 年补贴退坡后的价格购买，价格

相比此前上涨了 5400多元。

有些车企通过不动基础车价但收缩权益

来平衡补贴退坡的损失。记者获悉，自 12月

13 日起，购买小鹏汽车的大部分车型不再享

受0息或低息方案。同时，以金额计量，旗下三

款车型的购车权益收缩将减少 4000 元到 1

万元不等。所谓购车权益即在选装一些项目时

需要额外付费，对部分有需求的用户而言，成

本依然上升了。

也有车企暂未将补贴退坡的成本转移到

消费者身上，如广汽

埃安表示暂时售价

不会变。蔚来汽车则

称，因生产线升级改

造而导致整体订单

交付发生延期，加上

2022 年补贴进一步

退坡等因素，针对在

规定时间交付定金

且提车的用户都可

以享受蔚来自掏腰

包的补贴金额。更多

车企也在观望，如大

众 ID 电动车近期直

接广而告之明年补

贴将退坡 5400 元，

但只字未提是否会

涨价或车商自掏腰

包补贴。

业内人士表示，

减少促销权益包、加

装装饰等手段都可

以实现变相涨价，同

款新能源车型明年

价格提高同样也是

板上钉钉，只是每家

车企的涨价方式不一样。

记者观察：
补贴退坡对车企是“双刃剑”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大幅退坡之时，新能源

汽车销量正呈火热之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今年 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5.7 万辆和 4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 倍和

1.2 倍。11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 17.8%，

继续高于上月，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

达到 19.5%。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02.3 万辆和 299 万辆，同比均增长 1.7

倍。市场渗透率达到 12.7%，高于前 10月。

当前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快速拉升

也逐渐拉动了整体汽车销量市场，目前消费者

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已经越来越高，部分车

型甚至达到一车难求的迹象。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指出，

今年新能源汽车超预期的增长，已经有了一定

内生动力，补贴退坡势在必行。目前市场对政

策的依赖度有所降低。同时，国家层面的补贴

减少，旨在将新能源汽车消费转向市场引导。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

对车企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市场认可度已不错

的品牌来说，销量影响或不大。但对部分二三

线品牌，补贴退坡后让其部分新能源汽车价格

上更缺乏竞争力。因此补贴退坡相当于加速市

场优胜劣汰，部分只靠拿补贴“混日子”的新能

源车企必然会活不下去。与此同时，补贴退坡

也在同时刺激新能源车企加速发展技术，推出

更有竞争力的车型。在良币驱逐劣币之下，推

动市场良性发展。

据中国经济网

内蒙古2020年教育经费总投入853.62 亿元

补贴将退坡 元旦前购买新能源汽车或是好时机

呼和浩特跻身中国城市
数字化“双榜百强”

12 月 9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获悉，

近日，在第一届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峰会上，国家工信

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机构赛迪顾问重磅发布

了《2021 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书》，推出“2021 城市

数字化转型百强榜”和“2021 城市数字化治理百强榜”，

呼和浩特作为自治区唯一上榜城市，跻身双榜百强。

2021 城市数字能力评价体系，从城市信息基础、城

市治理社会服务、产业经济、创新保障、低碳发展 6 个维

度进行综合考量与评价，呼和浩特位列榜单第 68位；“城

市数字化治理”从城市管理、城市公共安全、疫情防控数

字化、互联网+政务服务等角度进行综合考评。

在城市数字能力整体呈东强西弱态势下，呼和浩特

强势发力，2020 年 10 月启动智慧青城建设，2021 年 1

月 20 日，呼和浩特城市大脑上线运行，成为自治区首个

城市级智能中枢；4月 29 日，呼和浩特市民数字生活总

入口———“爱青城”正式上线发布；6 月，智慧青城一期整

体完成系统建设、数据汇集、培训推广等工作纳入各委办

局智慧化监管日常。

“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中，呼和浩特市切实发挥首府担当，走在前、作表率，建设

成效显著，振奋人心！”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薛红伟说，取得的成绩是亮眼的，但我们同时也

深刻地认识到首府的数字化建设还有很多短板需要补

齐、还有很多领域尚未探索。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大数据

管理局将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

以加强数字化转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先手棋，夯实智

慧城市体制机制建设，做强做实数据体系建设，探索推进

数据赋能，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公共服务、城市治理等

领域的深度应用，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化力量助力美丽

青城、草原都市绽放异彩。

郑学良

资料图片

受委托，我公司将公开拍卖下列资产。

公告一、定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上

午 9: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和现

场拍卖会（拍卖会地点请来电咨询）同步

拍卖下列资产：

1.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 层 101(地下洗车，建筑面积

5055.59 平方米，参考总价 15672329

元)。

2.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号楼 1层 102、201、301（湘聚楼、尤爱

KTV房屋面积 3319.67 平方米，参考总

价 37526510 元）。

3.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层 103（维特邦烤肉房屋面积

941.37 平方米，参考总价 15599921 元）。

4.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号楼 1层 104（维特邦烤肉 尚资 KTV

房屋房屋面积 509 平方米，参考总价

8446433 元）。

5.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 层 105、106、107（尚资 KTV

房屋面积 1456 平方米，参考总价

24140472 元）。

6.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 层 108（刁爆辣鸭头、尚资

KTV 房屋 房屋面积 436.38 平方米，参

考总价 7226889 元）。

7.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层 109（TC 俱乐部、尚资 KTV

房屋面积 516.44 平方米，参考总价

8559132 元）。

8.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 层 1010 （新辣道 房屋面积

508.10 平方米，参考总价 8422062 元）。

9.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区

16 号楼 1011（阳光休闲烤吧 房屋面积

894.76 平方米，参考总价 14766193 元）。

10. 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

区 16号楼 1012、302（凤姨食府 房屋面

积 2066.33 平方米，参考总价 22406300

元）。

11. 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

区 16 号楼 1013（嵘鼎荟和牛私厨 房屋

面积 609.97 平方米，参考总价 9901982

元）。

12. 东胜区乌审西街 19 号滨河湾小

区 16 号楼 4 层 401、402（凤姨食府楼上

空 间 1891.65 平 方 米 ， 参 考 总 价

38214804元）。

公告二、定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上

午 9: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和现

场拍卖会（拍卖会地点请来电咨询）同步

打包拍卖：

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乌仁都西路西华

武煤矿北，鄂托克旗佳越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资产：土地 152925 平方米、办公楼、厂

房 8076.04 平方米和机器、设备，参考价

4300万元。

（以上标的详细信息请来电或关注我

公司微信公众号：nmgwzpm了解）

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

卖会前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报名事宜：竞买人报名时须携带有效

证件及参考价的10%（四舍五入取整数）的保

证金，即日起至拍卖会前在中拍平台网上或

联系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签订竞买协议书

（纸质版资料邮寄或送达至东胜区鑫通大

厦A座 7004 室），线下缴纳保证金，保证

金账户请来电索取。

说明：1、本次拍卖的资产均为现状拍

卖，本公司对展示标的的品质及瑕疵不作

担保，竞买人作出竞买决定即视为完全知

悉并接受拍卖标的的所有瑕疵、风险、租

赁、过户等情况，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成交后标的面积以

办理产权证权属部门确认的数据为准。2、

成交后买受人于 3 日内与我公司签订成

交确认书，价款缴至拍卖公司指定银行账

户。本次标的成交后的落户、过户税费按

照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房产交

易中产生的法律未明确规定承担主体的

其他税费由买受人承担。3、本次拍卖标的

为有保留价拍卖，竞买人的最高应价达不

到拍品保留价，拍卖师有权收回拍品。4、

以上数据与拍卖师现场公布的数据不符

时，以拍卖师现场公布的数据为准。本公

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具体事宜请来人来电联系我公司，咨

询电话：18247700315

内蒙古维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2 月 21 日

拍

卖

公

告

本报讯（记者 王丰）12 月 19 日

下午，2021 电影产业座谈会暨内蒙古

巴音辉腾影视文化年庆在呼和浩特

市隆重举行。

著名导演王新民，一级作家、内蒙

古广电局影视剧评审委员会特聘专

家萨仁托娅，内蒙古音乐协会副主席

王晓弘，著名评论家李悦等嘉宾出席

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以“探讨电影创新，

聚合中国力量”为主题，同时也邀请

到了各界精英共同讨论中国电影产

业的发展理念。内蒙古巴音辉腾

影视文化公司董事长王军强、内

蒙古巴音辉腾影视文化公司制片

人邓宝分别致辞，著名导演康洪雷发

来视频祝贺。

王军强说，内蒙古巴音辉腾影视

文化公司秉承着不忘初心，务实担

当，要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担

起影视文化发展重任，主动作为，与

影视界同行一道为我国电影产业的

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内蒙古巴音辉腾影视文

化公司正在打造一个奋发有为、勇于

担当的创作团队，投身电影制作，努

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2021 电影产业座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