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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时评

本报记者 王丰
孔子云：言必诚信，行必忠正。
说诚实话、办诚信事、做诚信人，如

今正在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准
则和自觉行动。

商者无域，想要做大生意，必须放
眼世界。内蒙古黑龙江商会会 长、内
蒙古时珍北药集团董事长王泳茗就
是这样。自 2007 年从黑龙江来到内
蒙古，他在医疗行业和中草药种植产业
里奔波十五个年头。

2018 年 8 月 15 日，在他的倡导
下，内蒙古黑龙江商会成立。发展至今

已有会员 2000 人，且有鄂尔多斯黑龙
江商会和赤峰黑龙江商会 2 家分会。

内蒙古人给王泳茗的印象，除了憨
厚粗犷，就是诚实守信。

在新冠疫情期间，黑龙江商会为呼
和浩特市的中小学捐赠了 230 万元消
杀用品和抗疫物资。捐赠结束后的第二
天，商会就收到了具体收捐物品的名
单。这让王泳茗更加热爱内蒙古，热爱
大草原。

8 年前，内蒙古黑龙江商会欲在通
辽市奈曼旗种植中药材，由于多种因素
未能真正实施，但内蒙古时珍北药集团

前期已经投入 400 万元。今年 4 月，经
多方协调，有关部门为其补偿 300 万
元。这就是内蒙古的营商环境。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一个
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首先就是看是否
讲诚信、守信用。当地的良好形象就是
招商引资的“梧桐树”。

王泳茗认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一定要恪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兑
现承诺、公正执法，不能朝令夕改，防
止给企业带来政策性风险和经济损
失。只有这样，诚实守信才能充盈我们
的生活，营商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黑龙江商人王泳茗眼中的内蒙古：

讲规矩，聚来“旺”人气

本报记者 张鑫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草原上，有一

家叫做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肉食品有
限公司的企业，在总经理李凤敏的带领
下，公司建立了“企业 + 合作社 + 牧
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三方共赢。

李凤敏对苏尼特羊肉有着特殊的
情结。据她介绍，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
旗达日罕乌拉苏木是她出生的地方，达
来苏木敖日格勒图雅嘎查是企业的发
源地。

1995 年冬季的一天，李凤敏的父
亲李瑞收了一群羊，与儿子和羊倌一行
三人赶羊返回旗里。由于遭遇一场暴
雪，几个人受了不少罪。经过这件事，李
瑞决心建个冷库。

1996 年，李瑞在旗政府所在地的
旧址建立了全旗第一家冷库，该冷库成
了全旗第一家私营企业。

2013 年公司又 投资 1000 多万
元，大战三个月，在旗政府所在地新址
的肉食品精深加工园区盖了新厂房。新
厂区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成为加工园
区首家入驻企业。

现在，李瑞的 3 个女儿女承父业。
大姐主抓生产，二姐负责与各级政府、
嘎查、合作社以及牧户之间的联系协
调，三妹李凤敏负责销售，三姐妹紧紧
拧成一股绳。在厂区建设牛羊肉精深加
工现代化流水生产线 3 条，日屠宰加
工能力 2000 头只，速冻能力 100 吨，
冷藏能力 3000 吨，年加工牛羊 20 万
头只，肉制品加工能力 6000 吨。如今
公司产品远销北京、天津、广东、上海、
浙江、江苏、山东等地。

企业被自治区政府命名为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自治
区先进私营企业。被锡林郭勒
盟盟委行署命名为锡林郭勒
盟绿色农畜产品输出主要加
工基地，已成为苏尼特左旗名
副其实的重点肉食品加工企
业。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回
报牧民对企业的帮助，公司建
立了企业 + 合作社 + 牧户利
益联结机制，与 10 个合作社
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社又与
1000 多户牧户建立了利益联
结关系。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把
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
化的大市场起来，在共同利益
链条连接下，实现了三方共
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发展是企业的根本，是灵
魂，是永恒的主题。为了推动
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李凤敏
带领团队本着“增强内功，巧
借外力，精深加工，品牌开路，
追赶超越”的发展思路，应对
市场变化，强化管理，夯实基
础，积极进行品牌升级，使企
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通过
建立苏尼特羊肉直播带货销
售平台，使苏尼特羊名扬千
里，苏尼特羊肉摆到全国千千万万个家
庭的餐桌上。

“品牌引路、科技先行，安全健康、
绿色方便，社区家庭、量身定制，带领牧
民、走向世界”的 32 字方针是李凤敏

始终坚守的信念。“把锡林郭勒盟中小
型肉食品企业吸纳到公司中来，形成一
个以肉食品产销为主的产业集团，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条，最终让产品走向世
界，将苏尼特羊肉摆到世界各国人民的
餐桌上。”直面愿景，她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王子旺
金秋时节，苏尼特草原草丰牛羊

肥。这得益于苏尼特良好的生态优势、
气候条件及丰沛的水资源，又是这些
基础资源造就了苏尼特牛羊肉产品独
有的品质。

高质量发展是企业的生命，沿着
这条主线，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肉食
品有限公司延伸产业链，瞄准京津冀、
长三角等高端市场，拓展屠宰 + 仓储

+ 分割的产销模式，做好线上线下结
合，最大限度延伸销售半径，推动牛羊
产业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其实，“高质量”早已是内蒙古牛
羊产业发展的关键词，“十四五”时期，
自治区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新
主体、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加速转化为农牧
业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激活自治区农

牧业发展潜力。
在利好政策的影响下，内蒙古牛

羊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牛羊出栏
数大幅增长，养殖规模不断壮大，同时
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牛羊产业发
展，许多外出经商或务工人员纷纷回
乡创业，有的申请新建养殖场，有的对
原来的养殖场进行改造，有的进军订
单牧草业……内蒙古草原上呈现一派
农畜产品产业全面发展的喜人景象。

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 2021 年在黄河岸边
的盐碱地里试养南美白对虾，今年获得成功。盐碱地
变对虾田，不仅提高了盐碱地的利用率，也将带动当
地村民致富。

图为 8 月 25日，盐碱水对虾养殖园区工作人员
在捕捞对虾。 刘磊 摄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记者从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
呼伦贝尔市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
要冲刺”的姿态，千方百计抓项目稳投
资，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率、投资完成

率“双提升”，
创近年来最好
水平，促进全
市经济社会发
展稳中向好、

稳中有进。
通过实行重点项目“日调度、日报

告”“周梳理、周通报”，盯办、帮办、跑办
新建重点项目前期手续，研究制定《市
级重点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考评
细则》等一系列有效举措，呼伦贝尔市
248 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率从一季度
的 31%(较去年同期提高 11.8 个百分
点)，提升到二季度的 91.1%(较去年同
期提高 32.7 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已达

93.1%(较去年同期提高 21.1 个百分
点)。投资完成率从一季度的 2.4%(较去
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提升到二季
度的 37.2%(较去年同期提高 24.8 个百
分点)，截至目前已达 48.9%，较去年同
期提高 23.4 个百分点。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抢抓项目建
设“黄金期”，全面加强要素保障，推动
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协同发力，努力完
成更多的实物量和投资额。

本报讯（记者 张鑫）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合作
是成功的基石，双赢是共同的愿望。9 月 2 日，由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农牧厅、文旅厅主办的“第
三届“内蒙古味道”北京招商推介会”在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国家会议中
心举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
任于海宇，北京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勇出
席活动并致辞，北京市商务局，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自治区商务厅、农牧厅、文旅厅等单位领导出

席推介会。
服贸会是全球唯一专门针对服务贸易的国

家级、国际性综合交易会，是中国对外交流合作
三大展会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农牧厅、文
旅厅以“京蒙协作 走进北京”为推介会主题，全方
位、多角度搭建区域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展示内
蒙古绿色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产业特色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吸引更多优质企业了解内蒙古、走进
内蒙古。 （下转 5 版）

本报记者 王丰
30 载的从医历程中，他始终如

一地坚守“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
之所急”的初心，做百姓生命的守
护者，每年接诊上万人次，成功诊
治皮肤科疑难、危重病症患者上千
例。

他就是石继海，来自包头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一位拥有仁心仁
术的好医生。

1998 年，石继海在中国医学科
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
究所完成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的
硕博连读后，回到包头医学院工
作。

在石继海的诊疗记忆中，一个
鄂尔多斯的女孩给他的印象最深
刻。当时她才 16 岁，因皮肤病治疗
两年多时间，结果病情反复发作，
逐渐加重。

求治到石继海医生后，石继海
劝说家长做皮肤病理，家长说因家
中条件困难，与其花钱做检查，不
如买药治病。

为了明确女孩的病情，石继海
为女孩免费做了皮肤病理，初步诊
断为皮肤淋巴瘤。但是如果要进一
步分型，看癌细胞是什么来源？恶
性程度高不高？还要进一步做免疫
组化及免疫荧光方面的化验。

石继海遂将患者介绍到北京
某医院，并资助了 3000 元钱，然而患者到北京后听信医托
的建议去了一家中医诊所，用带去的 3000 多元钱开了一麻
袋中药。

石继海很无奈，执着地又通过科里大夫去北京时为患
者做了检验，最终明确了病因病情。

石继海就是这样以严谨认真的行医态度、无畏赤诚的
医者仁心，为患者带去更完善的医疗服务，为国家医疗事业
发展贡献着力量。

2022 年，石继海获得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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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加速度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五:

呼伦贝尔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率、投资完成率“双提升”

服贸会：发展 合作 双赢

第三届“内蒙古味道”北京招商推介会
签约意向金额达 1.28 亿元

中秋节将至，为保障市场规范供应，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
开展中秋节市场“天价月饼”集中检查。图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月饼市场。

本报记者 张鑫 摄影报道
（详见 2版）

守护节日
食品安全

因中秋节放假，本报 9 月 13 日休刊一
期。休刊期间，本报新媒体持续更新。

《内蒙古商报》编辑部
2022 年 9 月 6 日

休刊通知

9 月 4 日，2022 年“寻找城市合伙人”招商引
智活动在东胜区开幕。鄂尔多斯市市委常委、副
市长姜波出席活动。

据了解，活动以“招商引智·合作共赢”为主
题，旨在进一步为创新创业项目、人才培育和投
融资机构搭建桥梁，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促成
合作，推动实现优秀人才、优质项目和社会资本
同步引进、共同发展，深入促进各类优质“城市合
伙人”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活动持续到 9
月 5 日上午，通过项目路演、网红直播推介、现场
洽谈、实地考察等方式，对涵盖产业生态、功能配
套、科创空间、公园城市、农商文旅融合发展、智
慧城市新基建等多个领域的 50 个优质项目进行
集中推介。

当日，共有 270 位人才专家、投资人和创新
项目持有人等参加开幕式，北京市朝阳区人才协
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鄂尔多斯
分公司、伊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
在开幕式上作交流发言。 白杨 袁媛

2022 年东胜区“寻找城市合伙人”
招商引智活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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