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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而行
内蒙古谱写绿富同兴新篇章

绿色经济

蒙商周刊

本报讯(记者 张杨 潘拯翌 李艳红

曹茜 李姝廷)6 月 20 日，2021 内蒙古

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季在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启动。自治区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郑宏范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郑宏

范为“全国主流媒体内蒙古行暨穿越

G7大型采风活动”授旗。鄂尔多斯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杜汇良在开幕式上发出

5份邀请，诚邀八方宾朋到“多景”之城，

畅享“多爽”之旅。

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蔚治

国介绍，2021 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

化旅游季从 6 月 20 日开始，到 10 月

15日结束，历时 4个月，以“突出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畅游几字

弯，感悟黄河魂”为主题，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坚持服务至上、游客至上。旅游

季活动期间，还将举办黄河几字弯生态

保护高质量发展论坛，推出红色革命文

化游、绿色生态文化游、特色景观景致

游、考古历史文化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游

等 5 大主题生态文化旅游活动，以及走

精选路线、赏风景民俗、住乡村民宿、品

民间美食、听民歌民谣、讲故事传说、过

品质生活、颂中华一家亲等 8 大文化旅

游产品。

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内蒙古黄

河几字湾 7 盟市文化生态旅游公约》，

阿拉善、乌海、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

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沿黄 7 个盟市

就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倡导游客文明旅

游等内容共同发出倡议。

杜汇良在致辞时表示，九曲黄河，

万里飞腾，从青藏高原奔涌而至，在内

蒙古伸出双臂，深情揽怀鄂尔多斯，728

公里的旅途勾勒出壮美的“几”字弯，给

予这片土地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

滋养，也赋予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绚丽

多彩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让鄂尔多斯

成为令人心驰神往的“多景”之城。

“爽目”之旅
黄河入沙漠、进平原、穿沟壑，刻画

了鄂尔多斯的独特容颜。在这里，既可

以行走生态草原，赏“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也可以漫步

浩瀚沙漠，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的雄浑。既可以畅游峡谷，观山水画

卷，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也可以泛舟

湖泊，看沙漠绿洲，赞叹造物主惊鸿一

笔。

“爽听”之旅
黄河有多宽阔，草原儿女的歌声就

有多宽广。鄂尔多斯素有“歌的海洋、舞

的故乡”的美誉，漫瀚调、鄂尔多斯短

调民歌和鄂尔多斯婚礼等被纳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舞、

筷子舞享誉世界，《这片草原》《牵魂

线》等一批承载新时代黄河文化内

涵的优秀作品精彩纷呈，草原音乐美食

季、美丽乡村文化旅游节、诗歌那达慕

等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爽口”之旅
鄂尔多斯是高原绿色粮仓，纯天

然、无污染的阿尔巴斯山羊、乌审草原

红牛、黄河鲤鱼、杭锦甘草等一批有机

农畜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健康

营养，美味可口。在历史长河的交流中，

鄂尔多斯汲取晋陕蒙宁各地美食精髓，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爽身”之旅
鄂尔多斯人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

雄心壮志，几十年如一日与荒漠化开展

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态建设成效举世瞩

目。今天的鄂尔多斯，天蓝地绿，清爽宜

人，森林覆盖率 27%以上，植被覆盖度

70%以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41.3%，人

均公园面积 32.7 平方米，空气优良率

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

避暑胜地。在这里既能体验天朗气清、

心旷神怡的清新，又能感受晨起如春、

夜眠如秋 21 度夏天的清爽。近年来，鄂
尔多斯建设了一批一流的赛事场地，打
造了一批一流的赛事活动，建成了一批
一流的康养基地，是您健康养生、户外
运动的养心爽身福地。

“爽心”之旅
黄河几字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汇

合交融，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孕育了鄂尔多斯灿烂多彩的地域文化。

在这里，既可以品读成吉思汗祭祀文

化、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文化、青铜器
文化的厚重历史;也可以领略城川民族
学院、桃利民、三段地等红色文化基地

魅力，追寻坚定的信仰力量和不变的初

心使命。

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季启幕

全国蒙商恳谈会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丰 张鑫 通讯员

秦建国）6 月 21 日，全国优强民营企

业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蒙商恳谈会

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国政协委员、自

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主席、自

治区总商会会长安润生出席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

工商联党组书记梁淑琴参加会议。自

治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姜爱军

主持。

安润生指出，全国优强民营企业

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蒙商恳谈会为

知名企业走进内蒙古、投资内蒙古提

供了宝贵的合作平台，为促进我区招

商引资、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带

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自治区党委政

府对本次大会高度重视，并将大会列

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 2021 年重点工

作。3月 30日，全国工商联向 21个省

级工商联及全国工商联所属商会组织

印发了协助我区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

通知。6月 5日上午，由全国工商联与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全

国工商联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招商

引资推介会在北京召开。推介会以线

上线下直播形式召开，在全国工商联

设主会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

19 个省级工商联设分会场，现场共

700余人参加会议，线上累计 330 万

余人次收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按照“十四五”时期我区重点产业发展

方向和政策，自治区 12 个盟市收集到

1112 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 1.3 万亿

元。到目前为止，仅外埠商会就已对接

117 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有

42个，大会招商引资取得成效。

安润生强调，内蒙古地处祖国正

北方，山川壮美、历史悠久，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地上有美丽的风光，草原林

海、大漠长河，自然景观瑰丽神奇，民

族风情浓郁，地下有丰富的矿藏，煤

炭、稀土等 17 种资源居全国第一，风

能、太阳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煤炭产量一半以上支援国家经济

建设，外送电量居全国首位，羊肉、牛

奶、山羊绒、马铃薯等农畜产品产量居

全国前列。独特的资源禀赋，为越来越

多的海内外企业家带来投资机会。内

蒙古是全国唯一同时享受西部大开发

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优惠政策地

区，同时还享受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沿

边开发开放、兴边富民强区等优惠政

策。多年来，我区始终秉持诚信、包容、

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着力营造宽松

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环

境，企业满意的营商环境，鼓励、支持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出台了《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一

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的政策文件，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

力，激发活力，民营经济呈现出稳中有

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截至 2020

年底，全区各类民营市场主体共有

220.6 万户，占全区市场主体总数的

97.4%；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 10503

亿元，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

为 60.5%；全区民营经济纳税总额达

到 1618.1 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63%；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

企业户数为 2127户，占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户数的比重为 73.2%；全区

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为 52.2%；全区城镇民

营单位从业人员 481.7 万人，比重为

63.4%。民营经济在增加税收、吸纳就

业、促进投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润生表示，自治区工商联作为

民营企业“娘家人”，将进一步发挥优

势，当好企业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

古、发展内蒙古的桥梁和纽带，当好政

府招商引资的助手，为民营企业投资

兴业提供“母亲式”服务，为推动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发改委、工信

厅、农牧厅、商务厅、文旅厅、能源局负

责人，各盟市工商联主席、党组书记及

负责招商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香

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主席，内蒙古外

埠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有投资

意向的企业家，内蒙古异地商会、行业

商会、专业商会会长、副会长及有投资

意向的企业家 300余人参加会议。自

治区 12 个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做重

点项目推介，2 个外阜商会、企业家代

表发言。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进一步推进全区放心消费创建工

作，引导和凝聚社会力量，促进构建诚信、公平、和谐的消费环

境，加强中西部盟市消协工作交流，助推巴彦淖尔市营商环

境，提升消费者消费幸福指数，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6

月 17-18 日，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服务中心主办，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巴彦淖尔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的“月月 3·15 守护安全畅

通消费”暨天赋河套公用品牌宣传、消费者信得过产品消费体

察宣传活动在巴彦淖尔市启动。

自治区消费者协会执行副会长格日勒图、巴彦淖尔市政

府副市长岱庆格日乐、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

心主任吴日根出席，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自治区中西部地区盟市消费者协会负责人及

巴彦淖尔市部分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共 300 余人参加了启动

仪式。

启动仪式上，巴彦淖尔市 8家企业获颁“消费者信得过产

品”牌匾，5家单位获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牌匾。活动现场

设立的咨询投诉台前围满了过往群众，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

解答着消费者的各类疑问，共发放宣传材料手册千余份。来自

巴彦淖尔市 40多家名优企业在启动现场设置产品展台，展示

了“天赋河套”系列优质产品。

随后两天，参加消费体察的一行人员深入内蒙古恒丰食

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针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了实地消费体察；并参

观了“天赋河套”总部基地、杭锦后旗商标品牌展示厅。

6月 18 日，自治区消费者协会执行副会长格日勒图主持

召开了中西部地区盟市消费者协会工作座谈会，会议围绕消

协组织机构人员的编制现状、事业单位机构的改革情况、消协

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研讨。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

护服务中心主任吴日根，中西部地区盟市消费者协会各相关

负责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此次活动的开展，旨在深化巩固各盟市市场监管部门、消

协组织的联行联动，建立健全跨区域消费维权协作机制，动员

全社会为促进经济发展、提振消费信心、共建营商环境发挥力

量。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主任吴日根表示，开展消

费体察活动，是消协履行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职能的一

项工作，也是提高广大消费者参与社会监督积极性的一项重

要举措。今后还会组织这类活动，走进全区各盟市更多不同行

业的企业进行体察，使体察范围更广、体察内容更贴近老百

姓，真正起到鼓励企业诚信经营、健康发展的作用，争取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和服务，积极打造安全和谐的

消费环境。这次体察活动既是对企业的实地督查，强化企业自

律意识，增强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同时也积极推介地

方名优产品，全面促进消费升级，努力营造“放心消费在内蒙

古”的良好消费环境。

“月月 3·15守护安全畅通消费”

消费体察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2021 年内蒙古黄河几字弯生态文化旅游季开幕 本报记者 张杨摄影

内蒙古多项举措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6 月 17 日上午，自治区工商联机关党委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职工赴呼市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喜迎建党百年”主题党日活动。自治区工商联党组成员、

秘书长赵庆禄，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贺立军，一级

巡视员屈晨然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大家共同参观了大青山革命历史展厅，共同追

寻革命先辈的足迹，回顾激荡而壮烈的峥嵘岁月。通过烈士的

遗物、珍贵手稿、历史照片以及聆听讲解员介绍乌兰夫、多松

年、贾力更等革命生涯的英雄事迹，从不同的角度对大青山地

区的革命斗争历史和革命烈士的光辉事迹有了更加深入地了

解。

随后，贺立军代表全体党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全体党员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烈士纪念碑下重温了

入党誓词，表达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为党、为人民事业奋斗终

生的信念。

参观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革命前辈留下的足迹和创

造的伟大事迹，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作为党员，应传承好红色

基因，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大力发

扬好革命优良传统，讲好英雄的故事，为建设北疆亮丽风景

线、促进“两个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焦扬

传承红色基因
喜迎建党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