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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无前推进改革向纵深挺进
———自治区发展改革工作综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永桃 实习生 蒋 韬

“2亩大的棚，全种茄
子，春节前每斤4块，这个
价持续了半个月。现在每
斤1块5，截至今天一共收
入5万多！”说起设施农业
给自家带来的好处，宁城
县一肯中乡毛家窝铺村贫
困户闫桂花赞不绝口。

宁城县位于赤峰市南
部，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和国家级革命老区县。
全县现有重点贫困村134
个、革命老区村77个、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8792户23171
人。虽然是国贫县，然而仅
2017年一年，该县就实际减
贫5965人，贫困发生率由
5.9%下降到4.3%。这么多人
脱贫，靠的又是什么？

西部山峦起伏，中部丘
陵广阔，沿河平川狭长，构
成了宁城县“五山四丘一分
川”的地貌特征。这里属温
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当地利用自身的光照资源
和热能资源，致力于发展设

施农业，不仅带动贫困户脱
贫，还成为自治区主要的

“菜篮子工程”之一。
宁城县将设施农业、

林果、养殖三大主导产业
作为贫困户脱贫增收的主
要手段，为贫困户量身订
制扶贫菜单，做到因人因
户精准施策。2017年，对贫
困村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4900万元，扶持贫困户发
展日光温室、冷棚蔬菜、肉
驴养殖等。同时整合资金

5950万元，解决非贫困村
贫困户无专项资金问题，
用于贫困户发展到户增收
产业项目，人均扶持资金达
到2800元。对全县无劳动能
力和无生产经营能力的贫
困户，实施资产收益项目，
涉及资金4460万元，覆盖贫
困户6880户，实现建档立卡
贫困户产业全覆盖。

“2016年，村里给置办
了一个2亩大的棚，自家贷
款12万元，政府补贴3万元。

移民搬迁发展后续产业，又
给置办了一个1.5亩大的
棚，这个棚自己不花钱。
2017年，我家种了一棚茄子
一棚尖椒，加上12亩大田的
收入，我家达到脱贫标准。”
闫桂花说，虽然还有贷款，
但生活已经不愁了。

仅 2016、2017 两 年 时
间，一肯中乡依靠设施农业

脱贫的就有144户608人。
“今年，宁城县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薄弱环节，更
加扎实地推进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设施农业是我县
产业扶贫的重点，更要有
力地推进。”宁城县扶贫办
主任高鸣飞说，到2018年
底，全县计划实现4310户
12200人稳定脱贫。

今年春节，五原县胜
丰镇新红村农民张建军是
在自己的6栋温室大棚里
精心照看着“灯笼红”香瓜
苗度过的。

“这段时间刚把瓜苗移
进温室大棚里，得隔一段时
间就去观察温度湿度、浇水
除草打掐，只有做好精细化
管理，香瓜的品质才能上
去。预计温室香瓜4月10日
左右就能开园上市。”

每天从温室大棚中进
进出出，辛苦忙碌中看着
香瓜苗快速生长，绿色藤

蔓不断开花结瓜，张建军
的甜蜜希望也在这个春天
里萌发。今年50岁的张建
军是村里种瓜的“老把
式”，早已尝到种瓜带来的
甜头。

“我们村是红泥地，施
上有机肥，特别适合‘灯笼
红’香瓜生长，种出的瓜瓤
沙皮脆香甜。我去年种了8
栋温室香瓜，2亩钢架大棚
香瓜，5亩露地香瓜，实现
纯收入20多万元。”说起这

“金疙瘩”香瓜来，张建军
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新红村种植香瓜有几
十年的历史了。2008年，张
建军牵头成立晏安和桥香
蜜瓜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
村里69户农户种植“灯笼
红”香瓜，建起150栋温室大
棚，温室、大中小拱棚、露地
种植相结合，种植面积达
1300多亩，成了地地道道的
种瓜专业村，户均年收入达
到10万元以上。

如今，“灯笼红”香瓜成
为新红村第一优势特色产
业。每年4~9月，这里的农
田绿野都是“灯笼红”香瓜

特有的馥郁香味。相比起
种瓜，最让张建军得意的
是，他还上过央视成了“网
红”。去年8月6日《新闻联
播》播出了张建军在网上
直播卖瓜的新闻，让张建
军和他卖的“灯笼红”香瓜
着实火了一把。

后来通过《新闻联播》
和网络直播，知道五原县

“灯笼红”香瓜的人越来越
多，张建军的电话成了销
售热线。张建军笑着说：

“去年一年微信和网络销
售的瓜就有30多万元，行

销20多个省市，最远卖到
上海、广州，顾客对我们瓜
的评价都很高。”

为保证香瓜的品质，合
作社注册了统一的品牌，对
自繁种子提纯复壮，还建立
了质量可追溯体系，只要扫
描一下包装盒上的二维码，
就能知道谁家种植的。张建
军年前还专门召集社员开

了一个会，专门强调质量和
品牌问题。

党的十九大和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的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让瓜乡的乡
亲们对新时代有了更多新
期待。张建军信心满满地
说：“党和国家惠农政策一
个接着一个，我们农村将
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他们咋这么快就脱了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慧玲

张建军：红泥地里种出甜蜜新生活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脱贫攻坚进行时

2017年11月21日，内
蒙古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二期）项目正式启动。这项
投资总概算为4480.07万元
的项目预计到2018年9月
29日前竣工验收。届时，将
建设起覆盖全区统一的信
用大数据平台。

这是内蒙古改革新征
程中的沧海一粟。2017年，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认真贯
彻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自治
区党委政府关于改革工作
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安排，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快制定
改革方案、积极探索改革创
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
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
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按改革的时
间表、任务书推进各项改

革落地见效。
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

而动全身。2017年，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召开10次会议
研究了《自治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
规划》等11项改革任务，审
定了《自治区关于支持呼伦
贝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建设
的若干意见》《自治区“十三
五”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等29个改革方案。

通过完善制度、创新
举措，一系列改革有序推
进，推动全区经济转向高
质量发展。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
见实效。去产能方面，完成
地方煤矿810万吨年度煤
炭去产能任务，争取国家
批复产能置换方案36处、
置换产能1.3亿吨。加快淘

汰煤电落后产能，完成煤
电机组超低排放1400万千
瓦，节能改造472万千瓦。
配合完成55万吨钢铁去产
能任务，全面取缔“地条
钢”企业。去库存方面，配
合有关厅局推动任务落
实，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
下降6.5%，棚改货币化安
置率达到97.7%。去杠杆方
面，督促企业累计兑付债
券48只，兑付本息141.4亿
元，完成全年兑付任务。降
成本方面，牵头落实各项
降成本措施，通过进一步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取消、
免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
费和一批行政事业性收
费，重新核定车辆通行费
收费标准，规范全区铁路
运价和收费管理等举措，
预计发改业务范围内全年
降低企业费用约163亿元。
补短板方面，在产业转型

升级、基础设施、生态环
保、社会民生等方面推动
实施一批补短板项目，发
展基础不断夯实。

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
改革。报请印发《自治区关
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及其重点任务分
工方案，出台《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最大程度释放全社会投资
潜力。

稳步推进价费体制改
革。推动天然气价格改革，
管好民生用气价格，放开
工业用气直供价格，实施
淡旺季价格浮动政策，制
定天然气定价管理办法。
完成国家大豆目标价格改

革试点任务，累计向大豆
种植户发放补贴26.4亿元。
缩小政府定价范围，放开
食盐价格、铁路运价、部分
旅游景区门票、委托检验
收费、社会资本建设的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规范
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出台
《自治区医疗服务价格管
理办法》，将基本医疗服务
价格改为分级管理，扩大
盟市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权
限。放开280项公立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101
个病种实现按病种收费。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争取蒙西地区列为
国家第一批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试点，8个项目列入国

家第二批增量配电业务改
革试点。推进蒙东电网输
配电价改革试点，国家已
批复第一个监管周期电价
水平。合理调整电价结构，
调高蒙西电网燃煤发电标
杆上网电价。在全国首创输
配电价倒阶梯政策（蒙西地
区），出台蒙西、蒙东地区
清洁供暖电价政策。

……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2018年既是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又是
改革开放40周年。内蒙古
发展改革系统将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五大
任务落实……一往无前地
推进改革向纵深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