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以多种形式开展党的百年历程

宣传教育，12 月 16 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商务局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参观了“永远跟党走”———红色电影海报展，以生动新颖的

形式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史，深入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本次展览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

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篇章，共展出

130幅原版红色电影海报，并在展区放置老放映机、老剧本、老

电影杂志，设置上世纪农村胶片电影放映场景。一幅幅映刻着

时代记忆的红色海报将大家的记忆带回到电影讲述的那些党

的历史时刻，有讲述惊心动魄的长征路途的《万水千山》，有描

写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的《洪湖赤卫队》，也有记录感人至深的

新中国故事的《我和我的祖国》等。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参观红色电影海报展，使大家

看到了筚路蓝缕浴火新生铸就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看到了长

歌浩荡破茧成蝶把舵中国命运的正确航向，看到了承载苦难积

蓄力量矢志不渝信念不改的奉献与无悔，看到了鲜红的党旗上

书写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璀璨与荣光。新时代新征程，我

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

圆伟大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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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优化营商环境，方能更加充分发挥

市场优势，增强企业信心，激发经济活

力，打通全产业链发展脉络，为经济社会

新的发展格局增添强大动力。 12 月 15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优化企业开办营商

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我区优化企

业开办营商环境十大新举措。

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9 月 29 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乌兰木伦镇杨先生到政务服务大厅咨询

企业开办事宜，听取窗口人员介绍所需

提交材料和办理流程后，当即决定现场

办理注册登记。经过网上简单填报，1.5

小时便领取了鄂尔多斯市旭昶晔阳工贸

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刻制、税务登

记同时办结。

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区新设企业开

办时间由去年的平均 3 个工作日压缩为

“一日办结”，其中 85.6%的企业开办实现

0.5 日办结。企业开办的便利化，进一步

激励了创业者的信心，营造了宽松平等

的市场准入环境。

多个事项“一网通办”
9 月 28 日，阿拉善盟矿能地质调查

有限公司在阿拉善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成立，在领取营业执照的同时，该公司申

请的印章刻制备案、税务登记、社保登记

也一并完成，本以为要跑 4个部门、历时

3天的企业开办业务，仅用 1.5 小时便通

过内蒙古企业开办“一网通”平台一次完

成。

目前，内蒙古企业开办“一网通”平

台已完成 66.8 万人次、43.5 万事项的一

次联办，惠及企业 32.7 万户，成为整合企

业开办事项、打通多个部门的综合业务

办理平台和实现“一件事一次办”的有力

阵地。

部门数据“快速共享”
12 月 9 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王先

生于 15:22 通过企业开办“一网通”平台

申请注册了呼和浩特朝聚光学眼镜有限

公司，同时勾选了公安刻章、税务登记、

社保登记的业务联办。12分钟后，通过部

门间数据一次填报、实时共享，公安、税

务、社保部门很快也办结了各自的业务，

通过企业开办“一网通”平台将结果反馈

给了王先生。

我区企业开办“一网通”平台上线以

来，市场监管、公安、税务、人社、住建、银

行等企业开办部门间累计交换共享信息

172 万余条，通过数据跨部门传输，减少

企业开办申请材料 12 种，整合重复采集

信息 32 项，数据传输时间压缩至 15 分

钟内。

新设企业“免费送章”
4月 14 日，申请人徐先生在锡林郭

勒盟政务服务大厅通过综合受理窗口，

选择企业开办“六合一”套餐服务，一次

提交办理了内蒙古恒博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公章刻制备案、税务登记、

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银行预

约开户，并领到当地政府买单，免费为企

业刻制的公司、财务、法人 3枚印章。

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区 12 个盟市

均相继采取地方财政或“政银合作”方式

在本盟市或部分旗县区实现新设企业免

费刻章，累计送出实体印章 4.5 万枚，降

低企业开办费用，推动企业开办“零成

本”。

身份识别“互通互认”
11 月 4日，通辽市奈曼旗胡女士登

录内蒙古企业开办“e登记”APP，经过身

份识别、业务确认等环节，顺利办理了通

辽市翔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开

办业务，并在线上同步选择向税务部门

申领发票业务。2021 年 11 月 29日，胡女

士来到税务窗口领取发票，税务部门当

即远程调取市场监管部门企业设立登记

时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经办人身

份认证结果，直接为胡女士领取所需发

票。

截至目前，通过企业开办部门间建

立结果互认机制，自治区企业开办“一网

通”平台累计为 157.1 万人次提供身份认

证服务，企业开办相关部门累计调用身

份信息 46.1 万次，17.2 万人实现“免认

证”服务。

智能审批“掌上即办”
12 月 8日，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陈女士在元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

办专区得知，内蒙古企业开办“e 登记”

手机端就能办理无人工干预智能审

批，遂使用手机进行 30 分钟的简单

填报后向系统提交了企业开办申请，

几乎同时便收到了“e 登记”发来审核已

通过，可以领取营业执照的短信通知，顺

利拿到了全程无人工干预“智能审批”的

营业执照。

今年 6 月 10 日，内蒙古企业开办“e

登记”增加企业开办智能审批功能，累计

为 935 户有限责任公司、3998 户个体工

商户办理了企业开办业务，推动了企业

开办“从窗口办到掌上办”，实现了审批

时间“从天到分”的飞跃。

电子证照“集成应用”
11 月 19 日，呼伦贝尔市金尔农畜土

特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兴安盟可为食品

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宏远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国联检验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的电子营业执照手机端 APP

里，同时多了食品生产、工业产品生产、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等几个电子许可

证，这些原本分属不同许可项目的许可

证，首次实现以国家电子营业执照系统

为发放主体的统一归集应用。

我区成为全国第 3 个实现电子证照

与电子营业执照统一归集应用的省份，

目前已累计向全区市场主体发放电子营

业执照 239.1 万张，生成并归集应用食品

流通许可证、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等 17

类涉企证照共 33.9 万张，为企业办理后

续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压时限

提供了有力保障。

电子印章“同步发放”
6 月 16 日，内蒙古丰苒商贸有限公

司在包头市九原区成功设立，法定代表

人马女士在领取免费实体印章的同时，加

盖了企业电子印章的电子回执也与营业

执照同步打印了出来，这是全区第一个领

取和使用企业电子印章的企业，也使我区

成为了全国第 6 个实现企业电子印章与

电子营业执照同步发放、集成应用的省

份，被市场监管总局列为全国企业电子印

章互通互认试点地区。

截至目前，我区企业电子印章管理系

统已通过公安部门调取合法备案电子印

模 15.9 万个，并全部生成电子印章向企

业免费发放和应用，为企业电子印章在全

区政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支撑。

政银合作“提升服务”
11 月 16 日，乌兰察布市李女士在中

国建设银行乌兰察布市新区支行代办人

员的帮助下，顺利申报设立乌兰察布市通

达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在通过银行配备的

自助打照设备拿到营业执照的同时，同步

办理了银行开户业务，收到了该银行赠送

的免费印章，一站式办理了企业开办业

务。

我区企业开办“政银合作”银行有 15

家，设立“政银合作”代办网点 1272 个，

覆盖 14 个盟市 87 个旗县区，累计为

11212 户企业提供企业开办服务，为企业

减免各类费用 2600 余万元，促进了政务

与金融的优势互补、服务集成。

营业执照“异地通办”
6 月 27 日，国能(北京)新能源有限公

司王先生，到乌海市海南区企业开办窗口

咨询如何办理分公司事宜，窗口人员详细

演示了自助申请办理的操作流程、提交材

料等相关内容。王先生回到北京后，通过

内蒙古企业开办“一网通”平台远程申报

设立了国能(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乌海

分公司。

据统计，内蒙古企业开办“一网通”平

台上线以来，累计有 9.6 万人次通过互联

网在区外办理了 16.9 万笔企业开办相关

业务，有效解决了企业开办多地跑、往返

跑、成本高、耗时长等难点、痛点问题，进

一步提升了企业开办服务的便利化水平。

内蒙古优化企业开办营商环境再提速
透视十大创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 张鑫）城市商业繁荣，是人民生活幸福的象

征，也是城市经济、文化高速崛起的有力见证，是城市活力的标

志。12月 18 日，凯德广场·诺和木勒一岁啦！

记者了解到，凯德广场·诺和木勒一周年围绕“造梦之城”

的主题，以最潮炫的笔触勾勒出呼和浩特时尚焕新的城市底

色，为城市献礼赛博朋克式未来动感与活力。同时还推出了一

系列诚意满满、创意满满的活动，如《虫·生》系列昆虫科普展、

谐音梗艺术展内蒙古首展、轻奢露营展、朋克硬核机车展、小红

书KOL博主见面会等一系列潮玩有趣的活动，献礼呼市、致敬

每一个勇敢的城市追梦人！

开业一年来，凯德广场·诺和木勒始终坚持从消费者实际

需求出发，将沉浸式场景、创意互动、文化潮玩融为一体，塑造

消费者对潮流生活空间的全新认知，带动区域消费升级，引领

城市商业发展。数据显示，凯德广场·诺和木勒项目运营一年

来，出租率始终保持在 100%以上，全年总销售额超 7亿元。

“造梦之城”凯德广场
塑造潮流生活空间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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