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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俊：搭上农村电商快车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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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嘱托开新局 JIANXINGZHUTUOKAIXINJU

本报讯（记者 张鑫）以实事映初心，

以服务暖民心，抓实党史学习教育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让党史学习教育

充满温度。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

蒙古自治区商务厅认真贯彻落实自治

区党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部署，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推动商务工作取

得新成绩”这一总体目标主线，聚焦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结合商务领域职

能职责，用好 10 个“力”，从贯彻新发展

理念、保障基本民生需求、优化商务营

商环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基层

治理等五方面为群众办实事，切实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感，奋力开

创商务口岸工作新局面。

优化商务营商环境“发力”
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确保市场主体非禁即入。做好审批的
“减法”，在减时限、减环节、减材料上有
突破，让企业多跑市场，少费工夫跑审
批;做强监管的“加法”，不断完善“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机制，推进“互联网 +

监管”，积极参与跨部门协同监管，配合

做好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做好

服务的“乘法”，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实现政务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

办，确保企业“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自治区商务厅承担的 16项行政权

力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部进驻自治区政

务服务大厅。货物进出口许可业务、拍

卖许可业务、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 备案业务实现全程网

办。推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备案”、“二手车交易市场

经营者备案”等事项实现“多证合一”。

建立完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

质认定专家评审机制，有序开展报废机

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完善

优化营商环境热线“一号响应”制度，及

时回应损害商务领域营商环境投诉，对

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迅速核实、及

时反馈。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优

化我区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商贸流通提质增效“助力”
制定并实施《星级农(集)贸市场建

设管理评分细则》，引导农(集)贸市场推

行星级管理，提升农贸市场管理水平，

打造宽松、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为营

造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助

把力”。 （下转 4版）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落实国家关于“十四五”时期继续大力

实施消费帮扶的总体安排部署，以及

京蒙协作工作和《内蒙古自治区消费

扶贫行动实施方案》具体要求，以消费

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6月 25 日，由呼和浩特市乡村振

兴局牵头，市发改委、财政局、商务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总工会主

办，市委宣传部等 17 家单位联合协

办的“学党史·办实事携手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呼和浩特市消费帮扶

集中采购展销服务中心挂牌仪式暨帮

扶产品订购签约、展示展销活动在内

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南广场举办，来自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呼和浩特

市市级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等百余人出

席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

兴局项目管理站站长梁勇峰、呼和浩

特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甄建军共

同为呼和浩特市消费帮扶集中采

购展销服务中心揭牌 。集采中心

与宇航人、蒙清农业等 6 家农企代表

及中石化等 4 家采购单位签署长期

合作协议。

随着锣鼓声响起，“乡村振兴正扬

帆邀您同游敕勒川”为期 3天的帮扶

集市正式开启，集市现场有 69 家呼

和浩特市帮扶企业及 35 家自治区各

盟市帮扶企业进行产品展示、展销、品

鉴，累计展示展销来自呼和浩特市各

政府单位定点帮扶村的近 300 余种

帮扶产品。

与此同时，现场组织驻村书记、帮

扶干部、帮扶企业代表累计百余名参

会人员，开展“悠悠敕勒川巍巍爱党

心”快闪活动，共唱党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

10“力”并进

内蒙古商务厅让党史学习教育
有力度有热度有温度

“携手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
呼和浩特为期 3天的帮扶集市鸣锣开市

“十三五”时期，乌兰察布市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41.7％，直通北京的“双回路”光缆建

成运营，华为、苹果、快手等 11个数据中心服务器总规模 190

万台，大数据产业发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 376列，乌兰察布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6亿美元，入选

“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4A 级景区从 5 个增加到

11个，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比“十二五”末翻了一番。新能源装机

规模比“十二五”末增加 18％。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顺利通过验

收。乌兰察布市被评为“中国燕麦之都”“中国草原酸奶之都”。

时间已行至建党百年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

期的乌兰察布市，会用良好开局行稳致远，用坚实起步赢得胜

势，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拥有更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乌兰察布市牢固树

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

挥重大项目在促投资、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全市重点项目开

复工 270项，完成投资 285亿元。

2020 年 5月 22日，乌兰察布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铁路

物流中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同年 9月 30日，随着嘹亮的火

车汽笛声在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心响起，满载货

物的一列火车出境驶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乌兰察布七苏

木国际物流枢纽铁路物流中心正式开通运营。

2020 年 9月 16日，集大原高铁项目察右前旗隧道开工

仪式的举行，标志着集大原高铁项目内蒙古段转入实质性建

设阶段。从立项到开工仅用 18个月，创造了内蒙古自治区历

史记录。为促进各类投资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

效，2020 年 2 月 25 日，乌兰察布市开展了 2020 年重点项目

“集中审批周”行动，利用一周时间，对全市各旗县市区 318 项

续建、新建项目涉及的环保、土地、规划等 23 项前期手续进行

集中审批。

梧桐叶茂引凤来。2020 年，乌兰察布市深入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形成以绿色经济、数字

经济、枢纽经济、区域经济、现代能源经济为主导的“五大经

济”联动发展态势。

发展壮大绿色经济。马铃薯良种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宏福现代农业产

业园、伊利 10 万头奶牛生态养殖示范园区、薯都凯达续建项

目、商都马铃薯小镇等一批示范引领项目开工建设，绿色农牧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农牧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积极培育数字经济。阿里巴巴数据中心、紫晶蓝光存储项

目、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正式运营，迈出了数据中心

存储“冷热兼备”新步伐，乌兰察布市荣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

示范城市”；同方智能制造基地 PC 主机正式面世，标志着乌

兰察布市开启了数据发展的新阶段。

做大做强枢纽经济。中国AOPA乌兰察布产业园项目签

约落地，航空器储存、拆解、维修维护基地规划建设，以枢纽聚

产业、以物流带产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全力打造黄花沟、红召等自驾游精品

线路；林胡古塞被评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乌兰察布国家地

质公园获批，旅游项目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不断

提档升级。

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国内首个平价上网风电示范基

地稳步推进，首台风机成功发电；全国规模最大的源网荷储一

体化示范项目获批，京宁二期热电联产项目开工，全市新能源

装机达到 680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 46.5%；三峡现代能源创

新示范园、运达风机、海得电控等一批重大项目纷纷落地，现

代能源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 刘超

全区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
政策培训会在首府召开

金桥电商园入列全国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

乌兰察布：“五大经济”
联动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的第五批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拟认定结果显示，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即金桥创业园孵化基地）上

榜第五批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拟认定名单。这是金桥电子

商务产业园继获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国家级众创空

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之后收获的又一国家级殊荣。

记者了解到，创业孵化基地是集聚创业要素的重要载体，

是落实创业政策、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创业服务的重要阵地。

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是赛罕区委、区政府倾力打造的发展电

商产业经济、促进产业聚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实

现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园区以“一个园区、

一个专业化运营团队、一个公共服务平台、一套扶持政策体

系”的方式构建专业服务网络，加快电商企业向园区聚集，通

过搭建并植入专业化、功能化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咨询、融

资、培训、交流等特色化服务，为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提供环境

优良、服务一流的创业空间。

未来，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将进一步整合创业资源，继续

加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建设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创业

政策、优化服务体系、加强创业服务、拓展孵化功能、优化创业

环境，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努力实现创业带

动就业倍增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