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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新报讯（记者 张巧珍）

买一袋盐、买一桶油也可以
为自己积攒养老金？这并不
是天方夜谭。10月17日上午，
由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局主办的消费养
老公共服务平台启动大会
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标志着
互联网+消费+金融+社保+
职业（企业）年金+养老这种
全新的养老模式正式落地
内蒙古。

据统计，截至2017年
底，自治区年满60周岁老年
人口达到445万，占全区户籍
总人口的18.3%，已步入老龄
化社会。由于养老财政负担

沉重，养老金的来源渠道过
少，社会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探索新型多种养老模式十
分必要。

“消费养老”是个人养
老的一种创新模式，消费
者只要通过关注“消费养
老”二维码成为会员，在与

“消费养老”公共服务平台
合作的任何商家消费，即
可获得一定比例的商家返
利进入消费者个人养老账
户，养老金通过合作银行
自动划拨到消费者的个人
养老金专用账户上，账户
上的养老金将以职业（企
业）年金的方式进行保值

增值运作。截至目前，该平
台已经与数十家央企、国
企和大型民企签约，可以
为消费者提供数百种商品
和服务。

据内蒙古养老事业促
进会会长、自治区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局局长助理刘
跃林介绍，“消费养老”公
共服务平台不仅开辟了养
老金的新渠道，还找到了
养老金的新源头。消费者
在日常的生活消费中，就
逐渐完成了保费积累过
程，具有零成本、零门槛、
可继承、可转让、可一次性
领取等特点。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当地时间10月16日，中国-
荷兰经贸论坛在荷兰海牙
举行，本次经贸论坛由中荷
政府商务部门主办，两国工
商界400余人出席。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与荷兰首相
吕特共同出席论坛并发表
主旨演讲。中国乳业龙头伊
利集团也受邀参加此次论
坛。

荷兰被公认为全球
农业与食品科技的研发
创新高地。2014年，伊利
集团联手欧洲生命科学
领域的顶尖学府———荷
兰瓦赫宁根大学，成立了

伊利欧洲研发中心，该机
构是中国乳业目前为止
规格最高的海外研发中
心。今年9月，伊利欧洲研
发中心正式升级为欧洲
创新中心，通过创新中心
的桥梁作用，伊利与欧洲
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合
作伙伴等展开深入的创
新合作，在健康食品领域
对最新前沿科技进行全
方位探索。

此外，伊利在美洲主导
实施了中美食品智慧谷，在
大洋洲与新西兰林肯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整
合海内外研发资源，伊利编

织了一张涵盖全球领先研
发机构的创新网络。“全球集
智”收获了丰硕成果。凭借欧
洲创新中心的顶级平台，伊
利建立了贯通全产业链的
食品安全早期预警系统，为
产品品质提供了可靠保障。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
剑秋表示，“在全球一体化
的大背景下，企业做好创
新，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未来，伊利将进一步放眼
全球，在资源、创新、市场
等各个领域，加快国际化
布局，致力于为全球消费
者提供高品质的健康食
品，让世界共享健康。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10月17日自治区纪委监委
发布消息，日前，经自治区
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监
委对乌兰察布市政协原党
组书记、主席常永福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常永福违反政
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
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
个人事项，利用职务影响
为亲属在工作录用、职务
晋升方面谋取利益；违反
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亲
属承揽工程、违规收受礼

金、从事营利性活动、利用
职权侵占他人财物、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旅游活动。常永福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
贿罪；家庭财产和支出明
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数
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合
法来源，涉嫌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违反规定，不
正确履行职权，造成国家
经济损失，涉嫌滥用职权
罪。

常永福理想信念、党
性原则丧失，以权谋私、贪

得无厌，退休后仍收受他
人钱财，且在十八大之后
不收敛、不收手，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有
关规定，经自治区纪委常
委会、监委委员会会议审
议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
决定给予常永福开除党籍
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
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反腐进行时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10月17日自治区纪委监委
发布消息，日前，经自治区
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监
委对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原副主任崔臣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崔臣违反政治
纪律，搞封建迷信活动；违
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
金，工作调动后仍从原单
位领取高额薪酬；违反生
活纪律，贪图享受、生活奢

靡；崔臣利用职权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
嫌受贿罪；家庭财产和支
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
且数额特别巨大，不能说
明来源，涉嫌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

崔臣党性原则丧失，
权力观异化，把国有企业
经营活动作为攫取私利
的工具，搞在位施恩、退
休回报的“期权腐败”，退
休后索取、收受贿赂，十
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
规定，经自治区纪委常委
会、监委委员会会议审议
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
定给予崔臣开除党籍处
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
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自治区党委决定给予崔臣开除党籍处分
取消其退休待遇

自治区党委决定给予常永福开除党籍处分
取消其退休待遇

没有绚烂的灯光，没
有华丽的舞台。台上演员
表演得认真投入，台下村
民目不转睛，掌声雷动。10
月17日，2018年全区戏曲
进乡村民营剧团惠民演
出，走进凉城县麦胡图镇、
四子王旗大黑河乡太平庄
村、乌拉特前旗明安镇等
地，为在秋收中劳碌的农
民送去一台台精彩纷呈的
文化精神食粮。

“大红灯笼高高挂，欢
庆锣鼓声声响，人逢喜事
精神爽，日子长又长……”
10月17日晚，全区戏曲进
乡村演出在宁城县三座店
镇八台营子村拉开帷幕，
欢快热烈的开场歌舞《中
国喜洋洋》瞬间将全场的
气氛点燃。京剧选场《智取
威虎山》唱腔高亢激越、音

韵铿锵、正气盎然、震撼人
心，表达了革命者气冲霄
汉的豪情壮志，引起台下
观众的强烈共鸣，不少农
民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戏曲小品《包地》诙谐幽
默，反映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农村通过土地流转集
约发展致富的生动故事。
评剧戏歌《明天戏曲更辉
煌》戏中有歌，歌中有戏，
让人感受到流行音乐与中
国戏曲之间的相互交融之
美。

10月17日上午，包头
市九原区九歌艺术团来到
乌拉特前旗明安镇菅家窑
子村和毛家圪堵村，演员
们用歌舞、小品、二人台小
戏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节
目，把“文化大餐”送到山
区群众的家门口。《红灯

笼》《西口情》《春色满园》
《满眼眼的山满眼眼的水》
《活出个样来自己看》等旋
律优美的歌舞节目赢得了
阵阵掌声，小品《第一书记》
体现了新时期驻村干部的
责任和担当……这些散发
着泥土芬芳、接地气的演出，
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
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

当天上午，凉城县麦
胡图镇中心广场热闹非
凡，村民们听说今天有戏
曲进乡村惠民演出，有的
从10多里远的村子赶来，
只见坐小四轮的、骑自行
车的、拿小马扎的纷纷涌
入广场的小燕子蓝天艺术
团搭起的临时戏台前。不
一会儿黑压压地坐了一
片，足有1000多人。

忙前忙后的商都县睿

甫演绎传媒公司的小燕子
蓝天艺术团团长贾文秀高
兴地对记者说，此次戏曲
进乡村他们共走了5个乡
镇，所到之处受到乡亲们
的热情欢迎。他们一定不
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再接
再厉，加大力度蹲点采风，
多创作一些接地气、传得
开、留得住，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剧目。

10月16、17日，随着全
区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队
伍，凉城县双山道情演出
有限公司跋涉180多公里
先后来到清水河县窑沟乡

侯家圪洞村、窑沟村、五良
太乡三十一号村，亲情演
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道情剧《卖妙郎》《王花卖
父》《莲花庵》，受到当地村
民百姓的热烈欢迎。70多岁
的村民王仙女高兴地说：

“好久没看戏了，这戏真好
看，无论是剧情内容还是唱
腔、服饰我们都非常喜欢。”

九歌艺术团团长付秀
莲说：“从9月30号开始，我
们已在五原县和乌拉特前
旗演出18场，演出节目都
是请包头市的名家创作和
导演的，这样就保证了节目

的质量。我们深深感到，乡
村平时看不到戏，对戏曲特
别渴望。我们所到之处，村
民们总要求我们多演几场，
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观众在
乡下，我们应该排演更多好
的剧目带给乡村。”

把戏台搭到村头，把
快乐送进农家。演出现场
的村民们高兴地说，“在家
门口现场看演出感觉挺
好，文艺下乡极大丰富了
我们农民的文化生活。”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生 韩继旺 皇甫美

鲜 皇甫秀玲 吕学先

戏曲下乡送欢乐 文艺进村暖民心

伊利在中荷经贸论坛上
论道全球创新合作

“消费养老”新模式落地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