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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丰

孙子曰：“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

也。 ”马上就办追求的是效率效能、抢占

先机。

抓住抓好每个今天，才能创造美好

明天。 让不拖拉的办事效率蔚然成风，

把“内蒙古效率”体现在谋发展、干实

事、解民忧的新路上。

“凡是定了的事情、作出的决策、部

署的工作，就要雷厉风行、果断干脆，办

就办好、干就干成。 ”江苏商人孟伟周对

他眼中的内蒙古有切身的认识。

孟伟周大学毕业后， 于 2009 年来

到内蒙古， 一直在建筑装饰行业内打

拼。 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一个外地人，他

深刻地感受到内蒙古是他梦想中的创

业沃土。

2018 年他成立了内蒙古贺轩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每年为国家纳税 200 万

元左右。

2019 年，内蒙古贺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从小规模纳税人升级为一般纳税

人，领取税票更加方便了。 孟伟周说，原

来领取税票的过程需要 3 到 5 天，现在

不同了， 当天申领的 1500 万元税票就

拿到手了。

这就是“内蒙古效率”。 高效率的背

后，是内蒙古不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的努力。

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有关部

门，都在着力聚焦并解决群众办事的堵

点、难点、痛点，不断推进“减时间、减材

料、减跑动”，提升效率，优化流程，整合

环节，组建队伍，全力推进政务一网办、

掌上办、一次办、帮您办。

马上就办，只争朝夕。 每个人都在

全力冲刺。

动起来、干起来，紧起来、快起来，

向速度要效益，向时间要效果，孟伟周

正在为一个讲效率讲效益的内蒙古增

一份光添一份彩。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自

治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热切期

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鲜红的党旗、 牧民的笑声……近

日， 在乌拉特草原深处的一顶蒙古包

里，气氛温馨而热烈，乌拉特后旗呼和

温都尔嘎查党支部正在开展“喜迎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和

牧民们围坐在一起，畅谈今年的飞播造

林成果，部署秋冬季的草原保护工作。

“喜迎二十大， 关键在行动。 这几

年，嘎查每年恢复草场两三万亩；保护

草原生态，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蒙古族

牧民孟克毕力格说，“黄沙变绿是汗水

换来的，作为一名党员，我会继续守好

这片草原。 ”

从茫茫林海到辽阔草原，从山峦碧

波到戈壁荒漠，横跨“三北”的内蒙古生

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了“沙进人退”向

“绿进沙退”的重大历史转变，全区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5%， 比 2012 年提

高 5 个百分点。

“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把祖国

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始终

激励着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

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中秋节当天，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

沁镇上的“番茄集市”热闹非凡，农户们

吆喝着售卖沙果月饼、 番茄、 葡萄、笨

鸡、山货等产品。

不久前开业的这个集市由蒙古族

返乡创业大学生齐晓景创办，为当地包

括 300 多户脱贫户和低保户在内的农

户们搭建了农产品自产自销的平台，来

自汉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等 5 个

民族的农户互帮互助，共同为创造幸福

生活而努力。

“赶在这个时间开张， 也是想在党

的二十大召开前夕，为各民族乡亲过上

更加富裕的生活增添一个新的平台。 ”

齐晓景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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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以新发

展理念为指引，纷纷探索适合本地实际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在伊金霍洛旗，内蒙古首家零碳产

业园的施工现场，塔吊林立、马达轰鸣，

一派繁忙景象，现场立着“攻坚一百天，

献礼二十大”的宣传板。

今年 4 月，这家产业园的一期项目

投产，已有隆基、华景等一批新能源项

目落地，未来将实现风电、光伏和氢能

的互补， 最终达到 100%的零碳能源供

给。

项目负责人范奉斗说：“我们要以

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内蒙古打造绿色新

能源基地作出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入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叠翠流

金，这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 晨

曦中，内蒙古森工集团根河森工公司乌

力库玛林场巡护员耿洪广爬上一处山

坡，望着起伏的松涛，他的心情特别愉

悦。

随着生态养殖、种植、旅游、碳汇等

产业蓬勃发展， 茫茫林海正日益成为

“金矿”“银库”，带动林场职工收入水涨

船高。“去年公司为一线管护人员每月

增加了 400 余元收入，管护站也进行了

修缮，配备了电视等生活用品。 ”

“党的二十大快召开了， 工友们都

很振奋。 相信林区的山山水水会变金变

银， 我们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

奔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耿洪广对

未来充满憧憬。

据新华社

内蒙古：奋力建设北疆亮丽风景线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记者 张鑫）

2022 年，赤峰

市纳入自治区调度政府投资 5000 万元

以上、 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221

项，2022 年计划完成投资 415 亿元。

从宁城县的中唐特钢钢焦化一体

项目， 到巴林左旗的 18 个京蒙协作项

目；从敖汉旗的风泽新能源有限公司分

散式风电项目，到喀喇沁旗的内蒙古中

蒙药材标准化生态产业园项目……从

南到北、由东及西，在赤峰市各个项目

基地，掀起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

赤峰市坚持“项目为王”，加大力度

解决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不快、要素保障

不到位等问题，细化工作举措，推动重

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赤峰市紧紧围绕“五个发展定位”

和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打造“双子星座”

的战略部署，千方百计谋项目、稳投资，

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此外， 将今年重点项目按领域细

分，各分管副市长上手直抓，市直各部

门对各自领域内的项目进行跟踪调度，

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同时，对纳入年度计划开复工的重

点项目实行旬调度、旬通报，对各旗县

区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指导督查，全力加

速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今年以来， 赤峰市投资精准发力，

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流向高新技

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趋势更加

明显。 不断优化的投资结构，为高质量

发展积蓄新动能。

近日，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县皮条沟村的辣椒丰收了。

辣椒种植是托克托县的传

统特色产业。入秋后，当地辣椒

迎来丰收季，村民忙着采收、晾

晒辣椒，到处是红灿灿的景象。

图为村民晾晒辣椒的场景

李志鹏 摄

托克托县

辣椒“红”了

本报记者 张鑫

“我们在创业之初，就希望能打造一个中国人自己的

定制百年时尚品牌。 ”内蒙古西格玛服饰有限公司总裁张

建辉用这样一句话诠释了自己和西格玛的初心。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 张建辉带领企业以质量求

生存，以品质求发展,秉承“初心”保持热爱，打磨“匠心”

铸造品质，30 载沉淀厚积而发 ， 带领西格玛人开启时尚

新征程。

初见张建辉的时候， 他的彬彬有礼让记者觉得十分

温馨， 其做事干练有素及诚实稳重的风格又不得不叫人

折服， 这也许就是张建辉带领企业高效发展的 N 个原因

之一。

不忘初心，做有灵魂的企业家。 张建辉介绍，自 1995

年他开始涉足服装零售行业，截至 2006 年，在赤峰开设

了十几家服装专卖店，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沉淀，于 2009

年引入职业装领域的一线品牌“乔治白”，开展“乔治白”

品牌职业装的团购业务，并于 2011 年在呼和浩特成立内

蒙古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 为提升消费者的职业形象而

不懈努力。 他带领企业本着引领市场、创造市场、服务市

场的经营理念，先后为 1000 多家单位提供过高品质的产

品和服务，并获得一致好评。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张建辉带领团

队开始了由团购到私人定制的转型发展。 用乔治白的团

购带动西格玛的私人定制， 用西格玛的私人定制带动乔

治白职业装联动发展。

张建辉说，上世纪 80 年代，西格玛服饰诞生于玉龙

故乡赤峰市。 历经 30 年发展，内蒙古西格玛服饰有限公

司于 2011 年在赤峰市第二毛纺织厂基础上重组成立，是

一家以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全品类服饰公司，

涉及品类有西服、衬衫、夹克、大衣、职业装、劳保服、校

服、中高端私人定制等。

在掌门人张建辉的带领下， 公司不断吸纳专业人才

及行业知名人士，邀请著名学者为文化品牌顾问，组建了

一支知识型学习型、团结、实干的团队，同时持续引进世

界顶级工业先进设备， 时尚经典的设计理念和完善的售

后服务体系，内外兼修，保障公司平稳高效运行的同时，也为西格玛服饰

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为了让品牌走向全国，2021 年，张建辉在上海注册成立西格

玛服饰(上海)有限公司，将私人定制业务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发展，为成

为行业标杆品牌奠定了基础。

内化于心，大力弘扬企业精神;外化于行，精心铸造企业品牌。 强大

实力换来硕果累累，西格玛品牌载誉而归。

30 年传承工匠精神，在不断的沉淀与创新中，公司获得众多奖项和

荣誉———

国家级西装、衬衫、毛衬衫金奖；第三届中国国际新技术民营产品博

览会指定推荐产品金奖；内蒙古十家单位评审的青少年最喜爱品牌……

张建辉坦言，面对正在成长的巨大市场和人们旺盛的需求，西格玛

希望能够用完美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在服装定制行业树立标杆，为更多

爱美人士带来有品质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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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子旺

“定制经济”“个性定制” 无疑

是近几年最火最热的经济术语，因

为它们不仅和工业革命紧密关联，

更重要的是它们连接着每一位消

费者。

张建辉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

个市场，以客户为中心，改变自己，

适应别人，按需定制，编织出属于

他的西格玛服饰。

在工业化时代，定制经济存在

着很大的瓶颈， 那就是没法上规

模。 但随着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

这一切都将实现。这意味着我们每

一个人，以后都有可能在互联网上

以可接受的价格定制自己需要的

商品，而这个商品的造型、风格是

唯一的。

在成熟的定制消费市场中，定

制产品质量都很高， 服务也很到

位， 基本不存在退换货难的问题。

因为从事定制生产的企业都是大

型企业，非常注重品牌声誉，接受

消费者退换货已经成为企业习惯。

显然，定制消费不仅需要质量

保证，它也对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

质量形成一种驱动力。 企业只有

搞清个性化与品质之间的逻辑

关系，努力使之达成统一，才能

在定制市场占据主动、抓住商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数据时代的

来临，工业 4.0 的助推，使得定制

不再高不可攀，以后越来越多的人

都会享受到定制经济带来的红利。

定制经济需要高质量托底

本报记者 李艳红

见到阿茹涵，还是 7 月份，她身着一身橘黄色

长裙，像蔚蓝天空下一只自由飞舞的蝴蝶。

她说人活着就是要不断刷新自己，不断挑战自

我， 不断创新，“从穿衣服做起哦”， 她幽默地形容

道。

这天她刚从杭州回来，在那里设立了直播带货

基地。“全国做的好的电商都云集杭州，我们也不能

落后，跻身杭州。 ”阿茹涵笑道。

今年 3 月份阿茹涵的直播基地落户杭州。

“不断拼搏的动力源于哪里？ ”许多人对阿茹涵

百折不挠的奋斗充满了好奇。

“是妈妈身上那种不肯向命运低头，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感染着我。 这样的信念就像

血液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所以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 ”这是阿茹涵的答案。

阿茹涵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16

岁时就离开家乡， 来到她向往已久的呼和浩特打

拼。

她像许多外乡人员一样经历了各种困苦，用她

自己的话说，本来已经很难了，再加不懂汉语 ，

让初来乍到的阿茹涵深深感受到了背井离乡的滋

味，但是她没有后悔和放弃。

“命运改写还得靠自己， 它就是你自己想追求

的生活。 ”这是阿茹涵信奉的。

正是因为这样敢打敢拼，她不仅创立了自己的

公司，还带动了 5 万余名妇女创业就业。

2014 年 8 月， 阿茹涵在呼和浩特市创办了化

妆品销售公司，名字就叫“阿茹涵”。

公司成立至今，吸纳多名大学生就业。目前，新

疆、青海、甘肃、辽宁等 8 省区都有阿茹涵美容系列

化妆品在销售，专卖店达到了 50 多家。

她资助锡林郭勒盟、赤峰市等地 7 个单亲妈妈

创业，并资助牧区 6 个孩子上学，帮助 9 名大学生

零投资创业，累计公益捐赠达 140 余万元物资。

她说， 从来没有忘记过 18 年前自己创业的样

子，现在她就是要降低创业的门槛，让愿意创业的

女性走进来。

如果说母亲是阿茹涵的动力，那么使命和信念

驱使她不断创新，不知疲倦地往前走。

她的梦想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过得好。阿茹涵坦

言她的偶像是曹徳旺，“企业家不是能赚多少钱，而

是身上的使命感、责任和担当，这是一种企业文化，

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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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商人孟伟周眼中的内蒙古

高效率才能得到高效益

“重点项目加速度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六：

赤峰市坚持“项目为王” 积蓄发展后劲

本报讯（记者 卉平 张鑫 李姝廷）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 9 月 19 日，由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

呼和浩特市农牧局、 乡村振兴局和赛罕区

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庆丰收、 迎盛会”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

庆祝活动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曙光

村隆重举办， 此次活动也是自治区首次在

呼和浩特市设立主会场 。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赵永华在

致辞中说，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即将召开之

际，举行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

动，共庆盛世华诞、共享丰收喜悦。

（下转 2版）

“庆丰收、迎盛会”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农民丰收节”

主会场活动启动

图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主题

创意展区 本报记者 李姝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