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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商周刊

本报讯（记者 王丰）12 月 24 日，内

蒙古自治区“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

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并讲话。

胡达古拉指出，2015 年全国工商联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启动以来，

我区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积极参与、

广泛行动，全区有 1255 家民营企业与

3139个村嘎查结对帮扶，建设扶贫项目

3641 个，累计投入 47.4 亿元，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 7.71 万户，近 25 万贫困农牧

民因此受益。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用实际

行动展现了人间大爱，彰显了爱国为民

的责任情怀，为自治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达古拉强调，开展“万企兴万村”

行动，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

实际、发挥民营企业特色优势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

署。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万企兴万村”行

动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

“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和自治区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

述，把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重要民生工程和企业发展重

要机遇，把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民营企业

特色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牧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企业自身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农村牧区现代化作

出积极贡献，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瞄准“五

个振兴”，深入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

准确把握基本要求，积极组织引导广大民

营企业和企业家，全面参与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贴近乡村、投资乡村、兴业乡村，细

化行动任务，完善工作措施，不断取得企

业发展、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新成效。

要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动“万企兴万村”

行动落到实处。各地要成立领导小组，尽

快启动“万企兴万村”行动。要开展调查

研究，加强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及时帮助

企业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把更多民营企业

力量汇聚到“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来。要

善于发现、培育和宣传先进典型，展现新

时代民营企业家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富

而有为的亮丽风采。

会议传达了全国“万企兴万村”行

动启动大会精神，表彰了全区“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和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发布了《发扬蒙古

马精神争当乡村振兴带头人———民营企

业家参与自治区“万企兴万村”行动倡议

书》，举行了自治区“乡村振兴—同心助

学”公益捐赠仪式。自治区工商联分别与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中国农业

银行内蒙古分行、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

务中心、内蒙古养老事业促进会签订合作

协议。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

商联党组书记梁淑琴，自治区工商联、农

牧厅、乡村振兴局、妇联、社会保险事业服

务中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明日之星教育

基金会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和此前

参加“2021 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

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出席会议。

内蒙古“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

12 月 24 日，内蒙古自治区工商

联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发布《内蒙古自

治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

（以下简称《报告》），旨在树立和宣传

内蒙古自治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正面形象，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凝

聚共识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内蒙古

民营企业“两个健康”发展，推动共同

富裕。

《报告》以内蒙古民营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网上调查数据为依据，梳理

总结 2020 年内蒙古民营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主要成绩和未来趋势。

2020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区民

营企业全力稳产达产，承担了比以往

更多、更重、更紧迫的社会责任，作出

了更大、更好、更突出的社会贡献，较

好地展现了内蒙古民营企业发展的

良好社会形象，彰显了新时代民营企

业的社会价值，突出表现在九个方

面。

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实效进一步

增强。党组织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意识持续提升。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

责任管理工作。

民营企业进一步注重公平竞争

诚信经营。2020年，内蒙古民营企业

自觉守法经营意识增强，积极投身诚

信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诚信营商环

境，推动企业向好发展。

民营企业创新意识和科研水平

稳步提升。民营企业研发意识增强、

研发投入增加，尤其是人工智能、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科研投

入增长明显。2020 年企业积极融入、

参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民营企

业多方面对相关政策进行落实。

民营企业保障员工权益意识逐

年提升。2020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和疫情影响，内蒙古民营企业多举措

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民营企业

保障员工权益的措施不断丰富，员工

权益逐年提升。

民营企业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实

践不断丰富。内蒙古民营企业在售前

宣传、售中质量把关以及售后服务等

方面均采取了多项保障消费者权益

和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举措。大数据

时代，民营企业加大利用技术手段保

护消费者信息安全力度。

同时，民营企业品牌建设成效显

著。内蒙古多家民营企业高度重视标

准制定工作，共参与制定了国际、国

家、行业、团队及地方标准。

民营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的力度

加大。内蒙古民营企业稳步推进节能

减排工作，着力打造循环经济，积极

参与生态系统保护，不断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积极参与光伏、风能等新能

源的的研发和运用，努力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做出贡献。

民营企业主动投身慈善公益事

业。2020 年面对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内蒙古民营企业通过捐款捐

物、提供物资供应、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等方式，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诸多

保障。其中，医疗领域捐赠总额大幅

上涨，为抗击疫情贡献民营企业力

量。同时，民营企业全面助力乡村振

兴。

民营企业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20年，内

蒙古多家民营企业持续开拓海外市

场，对外投资国家范围从 2019 年较

为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扩大至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提升

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和水平。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民营企业

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聚焦重点、精准

发力，履行社会责任趋于常态化、长

效化、制度化和品牌化，民营企业发

展呈现出“发展快、创新强、潜力大、

劲头足”的阶段性特点。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

认真翻阅内蒙古工商联组织开展的“百家商会进百个社

区”长长的履职清单，我们不禁发现，那一个个温暖举动，那一

项项务实举措，满是对群众的深切关怀，满是对“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实践。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为民服务的神经末梢，正是内蒙古工

商联开展百家商会进百个社区活动的初心所在，这一创举，为

全国各级工商联倾心为民的实践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巨型版图拼上了属于工商联色

彩明艳的一块。

自今年 6月 2 日内蒙古工商联在包联社区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沟子板社区举行开展百家商会进百个社区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活动启动仪式拉开帷幕以来，各商

协会积极作为、主动作为、靠前作为，深入社区、深入群众。孤举

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从爱心义诊到法律咨询，从宣讲政策到解

疑释惑，从消防知识讲座到环保知识宣讲，从义务服务到走访

慰问，一条条办事清单不一而足，不断丰满着内蒙古工商联及

各级商协会的良好形象，“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精神像种子一样

播撒在群众的心里，绽放芬芳。

在百家商会进百个社区的躬耕实践中，内蒙古工商联及商

协会察民情、纳民意、问民需，与群众交心谈心，聚焦“急难愁

盼”。这场“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的活动凝聚起了全

联人的高度共识，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以坐不住的责任感和等

不得的紧迫感件件抓落实，切实把群众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在实践中赢得民心，在实干中收获民意。真正将“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总要求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的总目标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精神之源。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内蒙古工商联组织引导各商

协会积极行动党支部党员率先垂范的多方合力探路下，百家商

会进百个社区活动已然组织了 100 多场，每一场活动都是用

心用力察民情民意，都是行便民之举，践为民之心的生动写照。

焦扬

11 月 8 日至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一个月以来，赤峰市林西县民营经济人

士热议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他们结合自身实际，谈感想、悟体

会、谋发展，纷纷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以六中全会精神

为指引，进一步凝聚智慧力量，齐心协力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林西德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宇成说，作为一名

青年企业家，他将在认真研读、深学精悟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的基础上，以“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之国家”的抱负和志向，努力

办好、办优、办精企业。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初

心使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为乡村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林西县荣盛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丽杰说，学习

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感触颇多，国家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

业家的高度重视，前所未有，党的政策红利满满，让大家倍受鼓

舞，信心十足。我们会更加用心用情用力为村民办实事，立足本

地实际和资源优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党支部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发展模式做大做强杂粮、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

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加快推

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林西金易来砷业公司董事长李树森说，通过学习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认识到国家对民营经济越来越重视。作为林西县

重点民营企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富裕为己任，

进一步坚定产业报国、实业强国的恒心。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

际，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

的能力水平，把企业做大做强，不辜负政府信任，不辜负时代的

重托。 来源：林西县工商联

《内蒙古自治区民营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2021）》

正式发布

百家商会进百个社区

察民情民意 践为民之心

林西县民营经济人士

热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2021 内蒙古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盟市

营业收入总

额（亿元）

1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968.86

2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617.05

3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351.78

4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244.86

5 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204.39

6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161.82

7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乌海市 148.04

8 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市 136.21

9 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 127.30

10 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 通辽市 122.99

11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 乌海市 118.34

12 内蒙古中环协鑫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116.05

13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 109.39

14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 79.06

15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77.23

16 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 包头市 77.05

17 内蒙古伊东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76.70

18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71.46

19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 69.44

20 内蒙古黄河能源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 65.66

21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辽市 65.65

22 内蒙古久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65.50

23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 65.39

24 满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61.74

25 赤峰宏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赤峰市 58.94

26 内蒙古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 57.64

27 包头东方希望铝合金有限公司 包头市 55.49

28 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市 51.51

29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盟 48.17

30 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47.57

31 内蒙古庆华集团有限公司 阿拉善盟 47.23

32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乌海市 46.71

33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市 45.58

34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43.62

35 内蒙古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赤峰市 42.46

36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 42.01

37 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41.85

38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通辽市 41.04

39 包头市大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 40.97

40 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 40.52

41 内蒙古经纬建设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 38.92

42 内蒙古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 乌海市 38.02

43 巴音孟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37.32
44 内蒙古兴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37.07

45 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35.92

46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 35.53

47 内蒙古鑫和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35.07

48 包头汇泽铝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 34.74

49 内蒙古超今新材料有限公司 通辽市 34.28

50 乌兰察布市雄伟光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 33.84

51 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察布市 33.81

52 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33.68

53 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包头市 32.74

54 内蒙古蒙佳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兴安盟 32.51

55 内蒙古双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32.36

56 明拓集团铬业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 28.70

57 内蒙古恒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28.51

58 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 28.10

59 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 27.64

60 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 27.44

61 乌海市榕鑫能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 26.81

62 包头常铝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 26.43

63 乌海市泰和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乌海市 25.53

64 锡林郭勒盟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 25.46

65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25.42

66 内蒙古源源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 25.27

67 乌海市友谊精煤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 25.24

68 内蒙古太西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阿拉善盟 24.09

69 内蒙古富源集团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 23.93

70 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23.68

71 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23.56

72 内蒙古白雁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 23.28

73 内蒙古蒙西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23.19

74 蒙发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21.91

75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21.12

76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20.29

77 宁城鑫马铸业有限公司 赤峰市 19.92

78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赤峰市 19.83

79 内蒙古玉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辽市 19.48

80 乌拉特中旗毅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 19.14

81 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呼伦贝尔市 19.03

82 内蒙古锦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通辽市 18.84

83 包头市永盛成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 18.79

84 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限公司 乌海市 18.72

85 乌海市广纳煤焦化有限公司 乌海市 18.61

86 内蒙古蒙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18.16

87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18.15

88 包头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 17.00

89 内蒙古西蒙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16.85

90 包头震雄铜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 16.82

91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 16.63

92 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通辽市 16.27

93 乌海市华信煤焦化有限公司 乌海市 16.27

94 维信(内蒙古)羊绒集团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 16.26

95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 包头市 16.10

96 内蒙古诚钢经贸有限公司 包头市 15.91

97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15.82

98 内蒙古天奇蒙药集团有限公司 赤峰市 15.81

99 内蒙古普源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察布市 15.63

100 内蒙古通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乌海市 15.29

12 月 21 日，内蒙古工商联举办线上蒙商大讲堂。市工商

联积极组织市、旗区工商联及所属商会、民营企业线上参加学

习，累计收听收看突破 500人次。

讲座邀请交大著名专家赵泉民以《解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题进行直播授课，赵泉民教授

深入浅出地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这篇文献进行了系统解读和阐释。他结合制定《决

议》的必要性和《决议》的特点，回顾了党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

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伟大成就，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决议》是一篇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马克思主

义的纲领性文献，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学习，民营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深受鼓舞，备感振奋。作为

民营企业家，要坚持做到政治上有觉悟、思想上有高度，行动上

有情怀，紧跟时代步伐，牢记初心使命，在企业产品研发、营销

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方面多下功夫，把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努

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额轩

鄂尔多斯民企
参加蒙商大讲堂线上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