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商报 |微博 内蒙古商报 |微信

欢迎关注本报官方微博 /微信平台

2021 年 12月 21 日 星期二 总 5200期 今日 8版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主管主办

NEI MENG GU SHANG BAO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宇泰商务广场 B座 10楼 邮编：010010 邮箱：nmgsbs@sina.cn 网址：www.nmgsb.com.cn 邮发代号：15-29 定价：2.00元 全年定价：188元 编辑：李娜 版式：罗万玲

本土高端财经媒体

与内蒙古经济同行

发展中见证 见证中前进

《内蒙古商报》

牢记初心使命 续写壮丽篇章

内蒙古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任务完成率 70%

2021 年全区民营企业助力
大学生就业创业招聘会举行

（3版）政经 蒙商周刊 （7版）

一图读懂

（5版）商务·流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5-0068 内蒙古商报社出版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2 月 13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拉善

盟宣讲。

在阿拉善盟党政大楼一楼报告厅，

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能源局一级

巡视员张斌从高度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

义，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扎实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在内蒙古落地生根三个方面，对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解读。宣讲

报告主题鲜明，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既

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对于基层干

部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说：“学习好、

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实践

意义，准确把握全会的思想要义、精神实

质、实践要义，切实增强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会精

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

要求，以此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抓好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确保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在阿

拉善盟落地落实。”

阿拉善盟政务服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赵天缘感慨地说：“宣讲报告非常生

动，非常精彩，听了感觉收获颇丰。今后

我们盟政务服务局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十

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党代会精神，将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将坚守初心，

奋勇前进，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

助推优化营商环境，以‘蒙速办、一网办、

掌上办、一次办、帮您办’为抓手，有效破

解群众和企业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

问题，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面

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跑岀

政务服务加速度。”

“宣讲报告内涵丰富、深入浅出，聆

听后很受启发和鼓舞。今后将立足本职

工作，发挥好宣讲团的职能，扎实开展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第十一

次党代会的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进网络系

列活动，通过广泛宣讲，切实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到基

层，实现党员干部群众的全覆盖，在阿拉

善大地落地生根家喻户晓。”阿拉善盟委

讲师团副团长袁春娟全程听完宣讲报告

后说道。

当天下午，张斌来到阿拉善左旗，为

内蒙古西部开源矿能开发有限公司党员

干部及职工作了专题宣讲，并与企业代

表面对面地进行了座谈交流，对大家关

心的问题在现场进行一一解答。
据《内蒙古日报》

本报讯（记者 张鑫）“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方案的八方面重点内容之一，是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

口。近年来，我区国有企业始终坚持‘三因三宜三不’原则，通

过增资扩股、并购投资、合资新设、产权流转等多种方式，积

极稳妥、分层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随着混改企业改革、

改制深入推进，大部分混改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市场化选

人用人、全员绩效考核等方面进展明显，活力效率和竞争力

不断提升，取得了积极进展。”12月 15日，在全区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国资委资本运营与收

益管理处处长张世宏如是介绍。

张世宏说，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国企混改主

要开展的工作是：加强研究评估，指导区属企业集团公司对

所出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研究评估，分企业、分业务、

分板块梳理研究混改的必要性、可行性，精准把握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正确方向，指导具备条件的企业“一企一策”制定方

案，成熟一个推进一个；通过混改项目发布平台定期向全社

会发布混改项目信息，今年，发布了两批合计 29 项混改项

目。加大了项目推介力度，采取专题推介、网络路演与座谈磋

商、精准对接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多平台多媒体多渠

道推介国企混改项目，扩大推介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经过

努力推介，已累计成交 13 宗，成交金额 11071.09 万元；推进

试点企业加快混改步伐，包钢集团作为国家和自治区混改试

点企业，以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

线，“引资、引智、引制”并重，多渠道引入各类资本参与二、三

级子公司改制重组。截至 9月底，包钢集团所属混合所有制

企业 171 家 (含参股企业 46 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达

81.04%；依托资本市场推进混改，国有企业上市是推进混改

的主要方式之一。今年，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上市，努力提高国

有企业资产证券化水平。新华发行集团上市工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11月 12日，证监会正式核发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IPO 批文，该公司将成为自治区第 27 家A股上市公司。新

华发行集团拟向社会公开发行A股 8838.10 万股，占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的 25%。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卉平

“你这菜是哪的啦？”

“福如东的哇！”

“羊粪种的哇？”

在武川县可镇固定的早市上，诸如

“福如东”和“羊粪菜”，是几个高频词；而

一摊摊一堆堆的果蔬菜，自然成了早市

上的最平常的风景。这些蔬菜均产自可

镇福如东、白泥湾、西城丰等村。

福如东村委会位于武川县可镇西

部，下辖 9个自然村。在这里，有汉族、

蒙古族、满族、佤族、回族、朝鲜族、拉祜

族 7 个民族。地理位置优越，县内红旅

路穿村而过，交通便利，紧挨县城。福如

东与县辖厂汉木台、上秃亥地区处于一

条水系，昆都仑河流经福如东全境，并与

抢盘河汇合，村境内还有万顺湖，水资源

十分丰富。福如东具有广阔的耕地和林

草地资源，林地面积 11880 亩，耕地面

积 21357 亩，人均耕地 13.2 亩，其中水

浇地 20400 亩。

武川县可镇党委书记张杰说：“天时
地利人和的福如东，是一个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大家庭。福如东村在 2021
年 5 月份成立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

同体，共有 10 个支部，2 个企业，2 个合

作社参与党建联合体共建，主要围绕

种薯繁育、绿色蔬菜种植、原生态马

铃薯种植、乡村旅游等产业完成实

施。各族村民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共同进步，相互帮助，共同走向富裕的小

康生活。”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可镇福如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郝树平介绍，福如东的名称源自旅

蒙商商号，驼道文化丰富。

可镇福如东村以种植业为主，养殖

业为辅。东部以蔬菜种植为主，西部以马

铃薯、葵花、麦类种植为主，养殖以羊、牛

为主，辅以禽畜类，农户分散养殖和大户

集中养殖相结合。

2017 年，福如东村委会争取专项发

展资金 100 万元，呼和浩特市质监站帮

扶资金 15 万元，建成了马铃薯储窖一

处，累计储窖出租收益资金 17.5 万元。

近年来，福如东村通过扶贫资金和引进

大规模种植企业，水井达到 26 眼;村委

会 21357 亩土地，水地比例达到 95.5%，

立地条件大大改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

农业种植已经普及。

福如东村已吸引 10 家基地进行规

模性种植，流转村民土地数量达到

17940.2 亩，流转比例达到 84%,村民收

入有了稳定可靠的保障。各民族村民团

结和睦，互助帮助，共同发展，生产生活

亲如一家。

在福如东民族团结的画卷中，记载

着粒粒饱满的果实：

村党支部安排蒙古族村民杜树根在

马铃薯基地作机手；

蒙古族村民郝美莲家获得福如东

“十美家庭”；

党员、蒙古族村民王东红为福如东

村正在上学的郝蒙赠送手提箱；

蒙古族村民魏永峰在村委会的帮助

下，经营肉羊养殖；

蒙古族村民黄素梅种植马铃薯喜获

丰收；

党员、蒙古族村干部郝树平资助张

小仁发展养殖业；

两委成员帮助满族村民白大鱼收割

莜麦；

组织党员和各族村民齐参与，维修

公路；

8·18 旅游节，扭秧歌、祭敖包，全村

百姓欢歌载舞……

长卷绵延，石榴籽更紧更艳。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王丰 刘嫱 曹茜 李姝廷

苏木山变了，因为董鸿儒。董鸿儒

42 年如一日，在苏木山植树 3000 多

万棵，荒山秃岭“变”成松涛草海。

苏木山没变，因为它还在默默地

守护着这里的生态环境。

时至今日，退休了的董鸿儒仍然

念念不忘苏木山上的树，因为董鸿儒

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种树。

董鸿儒与他的“水墨画”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位于中国正北

方，苏木山位于该县南部，属阴山之

尾，长达 35 公里，宽约 25 公里，平均

海拔为 1800 米，最高点黄石崖海拔

2334.7 米，被称为乌兰察布市的“珠

穆朗玛峰”。

虽然是冬季，但沿蛇形的苏木山

路攀援而行，举目望去，一行行、一排

排翠绿的落叶松，就像绿的海洋，犹如

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垂挂天际。这

幅巨大的水墨画让我们想起此画的

“作者”董鸿儒。

董鸿儒不是画家，他曾经是苏木

山林场护林员、工程师、林场场长并兼

任县林业局副局长、县政协副主席，

1999 年退休。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董鸿

儒带领苏木山林场职工，牢记一名共

产党员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经过 42

年的艰苦奋斗，在苏木山植树 3000

多万棵，连绵铺开在几十个山头，形成

壮阔的绿色海洋。

1958 年,新婚不久的董鸿儒带着

两件宝贝《造林技术》《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来到苏木山，开始了他的“造绿

梦”，那时候的董鸿儒用现代话说“小

伙子正当年”。

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董鸿儒

狠下决心把家搬到“鸟不拉屎”的苏木

山上。

由于交通不便，离县城远，缺医少

药，他的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先后患急

病得不到治疗而夭折。即便是这样沉

重的打击，这个倔强的汉子也没有在

困难面前崩溃，他揩干眼角的泪水，调

整好悲痛的心情，更加坚定了改变苏

木山面貌的决心。

1960 年春季，内蒙古计委和林业

厅批准苏木山建立国有林场，董鸿儒

在这里充当起了工人与工匠的角色，

带领大家又开始试种桦树、杏树、榆

树。连续两年，他栽种的 4000多亩林

地大面积枯黄。1962 年，县里认为苏

木山地区不宜种植树木，要研究林场

下马的问题。

董鸿儒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1964 年开春，我和赵场长带领部分职

工先后去山西天镇的长城山林场和河

北围场县林场考察学习落叶松栽培技

术并带回了华北落叶松、油柏种籽，开

始育苗试验，学习林业科学知识。

1965 年春季，我们开始造林试验，由

于苏木山海拔高，气候寒冷，脊坡土壤

湿润，为落叶松、油松、樟子松生长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秋季种植

成活率很高。这让大家欣喜若狂、信心

倍增。

（下转 2版）

董鸿儒：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种树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拉善盟宣讲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20 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近年来，我区着力构建农牧业生产体系，粮食等重要农畜产

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据介绍，截至 2020 年，自治区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

到 716 家，2021 年申报国家级龙头企业 13 家 (已公示)，

2021 年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预计达到 68%。全区规模

休闲农牧业经营主体达到 4078 家，带动农牧户 16.43 万户。

34个嘎查村被认定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此外，我区实施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

培育优势区域公用品牌，呼伦贝尔草原羊、兴安盟大米、科尔

沁牛肉、锡林郭勒羊肉等 11 个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草原民丰马铃薯、极北香稻大米等 6个企业产品品牌入

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天赋河套”迅速崛起，品牌影响力指

数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第一。建立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目

录，推行品牌目录动态管理，评选第一批区域公用品牌 25

个、企业品牌 120 个、产品品牌 170 个。全区建设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520余万亩，认证培育绿色、有机、地

理标志农产品 900 多万吨，累计认证总数达到 2136 个，位

居全国前列。今年，鄂托克阿尔巴斯山羊肉、扎兰屯黑木耳还

成为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首批入选的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

志产品。

与此同时，为率先在全国实现奶业振兴，呼和浩特市在

政策保障、重点项目推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期印发的

《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扶持政策》被业内成为“奶业最强扶持

政策”，将为推动呼和浩特市奶业高质量发展，为奶业振兴再

蓄力。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赋能乳产业链供给稳定;呼和浩特

举全市之力支持加快“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产业链布局 ;

提高科技贡献率，加快奶业发展方式转变,通过标准化行动、

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粪污资源化整县推进等一系列工作，

持续推进奶牛养殖标准化、生态化、数字化水平。

目前，呼和浩特市正在举全市之力推进奶业振兴进程，

以“强优势、补短板，加大科技创新，加快项目建设”为主要目

标，推进“中国乳都”全面提升。到 2025 年，力争呼和浩特市

奶牛存栏达到 60 万头，奶羊存栏 30万只，奶类产量达到

320 万吨，乳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2800 亿元，强化全

产业链布局，实现绿色化、国际化、智能化，推动自治区乃至

全国奶业向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奶业焕发新光彩。

绿色发展！

内蒙古农畜产品魅力绽放

释放强大势能！

内蒙古国企
混改效率和活力双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