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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我区创新社保经办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内蒙古：多措并举推进ETC免费办理
根据国务院的决策和交通运输部相关部署方案，2019年底前全国省界收费站将全部

取消，实现高速公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达到90%以上。广大车主纷纷抓紧时间办理
ETC。针对日益增加的用户ETC业务需求，具体负责我区ETC业务的内蒙古高速公路联
网收费结算管理服务中心和所属内蒙古畅捷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充分发挥银行发行主渠道的作用，开展ETC免费安装便民工作各项有效措施，
为公众提供ETC办理服务。

据畅捷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在线下，车主只要持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
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卡，无需再办理新的银行卡，就可自主选择就近银行网点，
携带行驶证、身份证、银行卡，即可现场免费办理ETC业务，上述银行的营业厅安排了专
门的ETC服务窗口和安装人员提供服务。在线上，车主可在微信搜索“ETC助手”、“微
ETC”小程序申办并按提示自行激活使用，也可搜索“中国ETC服务”小程序申办，用“内
蒙古畅捷”小程序激活使用。同时，对自行操作困难的用户，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快递员会免费为全区用户提供指导操作或现场激活服务。

为更好的服务好广大车主，下一步，在各地政府的主导下，将增设高速公路出入口、
汽车4S店、车辆检测站、车管所、交警办证窗口、政务服务大厅等流动便民办理网点，为用
户提供“一站式”办理服务，还将组织专门的服务小分队到社区及各乡镇现场为客户办理
ETC业务。有关ETC的相关咨询和服务，公众可关注“蒙通卡”官方微信账号，也可拨打客
服电话12122。 文/李文彪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首席记者 张学博） 社
保经办直接服务广大参保
单位和参保人员，与群众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
着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健
全和覆盖面的不断扩大，
对提高经办服务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记者从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了解到，我区将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
经办服务信息化建设为重
点，推动经办服务模式创
新。

近年来，我区人社部
门积极推进社保经办服务

体系建设，社保服务经办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进
一步加强，服务能力明显
提升。通过全面梳理涉及
社会保险的83项服务事
项，实现了申报材料、办事
流程等内容的统一规范，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
动，清理减少社会保险证

明事项66项；在全国率先
实现社会保险数据大集
中，逐步推行网上经办、手
机查询，使经办服务更加
贴近百姓，目前内蒙古
12333手机APP已开通社会
保险、社会保障卡、认证服
务等七大类服务事项；在
建立健全自治区、盟市、旗

县三级社会保险经办服务
机构的基础上，经办服务
逐步向苏木乡镇、街道社
区和嘎查村延伸，在3227
个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
和城镇社区建立了劳动保
障所（站），为12191个行政
嘎查村配备了劳动保障协
理员并建立了社会保障卡

综合服务点，基本实现“经
办在基层、服务在家门”。

下一步，我区将推进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电子
化、信息化和一体化，进一
步完善网上服务系统的功
能，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全力提
升服务效能。

◎◎反腐进行时

（上接1版）

三是妇幼健康服务质
量持续改善。从解放初期改
造旧产婆、普及新接生法，60
年代推行草原产房和流动产
房，70年代开展孕产妇系统
管理和围产期保健工作，逐
步向提供规范、系统的妇幼
保健服务方面发展。通过不
断完善政策和服务链条，服
务质量不断提升，服务公平
性、可及性不断增强。初步
形成了包括婚前保健、孕前
保健、早孕建册、产前检查、
产前筛查与诊断、住院分娩、
产后访视、预防疾病母婴传
播、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健
康管理、儿童营养改善、预防
接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一

条龙”服务链。
四是妇女儿童健康管

理水平大幅提升。2018年，全
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
93.74%；住院分娩率为
99.99%，持续稳定在高位状
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为94.01%；3岁以下儿童系统
管理率达到94.07%；新生儿
疾病筛查率87.05%；新生儿
听力筛查率87.6%；出生缺陷
发生率为158.63/万；神经管
畸形发生率为1.38/万。

多年来，我区坚持防治
结合，加强预防、筛查、诊断、
治疗、康复全程服务，健全出
生缺陷防治网络，强化出生
缺陷三级预防措施，构建覆
盖城乡居民，涵盖婚前、孕

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
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为
群众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
效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
务。目前，全区的婚前医学
检查机构和新生儿听力筛
查机构覆盖到所有旗县，8
所产前筛查机构、6所产前
诊断中心、12所新生儿遗传
代谢病筛查中心的业务辐
射到所有盟市。免费婚检政
策覆盖到所有旗县；妇女增
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
目覆盖城乡育龄妇女；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有5个盟
市实现了目标人群城乡全
覆盖，贫困地区新生儿疾
病筛查项目扩展到了31个
国贫旗县。

70年成绩斐然 我区妇幼健康事业走过不平凡历程

新报讯 9月18日，由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自
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总工
会、团委、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能源局联合主办
的第四届内蒙古煤矿救援
技术竞赛（总决赛）在鄂尔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上湾镇
开赛。本届救援技术竞赛

历时3天，全区14支煤矿救
援队的98名指战员在理论
知识、模拟救灾、医疗急
救、指挥员战术运用等9个
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另
有自治区其他25支救援队
伍，共84人参加单项理论
和个人技能救援竞赛。

本次大赛旨在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科学救援的救
援理念，通过比赛综合检验
自治区煤矿救援队伍日常
学习、训练情况和救援技战
术水平，促进内蒙古煤矿救
援队伍整体素质和应急救援
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为自治
区煤矿安全生产形式持续稳
定好转保驾护航。（相 宇）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段丽萍） 记者从
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为
响应国家推动创新创业高
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
级版的重大部署，内蒙古
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不
断发挥载体建设在推进高
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注重挖掘自身优势，不断
提高服务能力，培育了一
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

根据科技企业孵化器
综合统计半年报数据显
示，截至2019年6月底，全
区共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
54家（异地孵化器1家未参
与本次统计），科技企业孵
化器在孵企业达2752家，
在孵企业从业人员26072
人；2019年上半年新增在
孵企业369家，新增毕业企
业138家；2019年上半年迁
出企业124家，死亡企业31

家。
目前，自治区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发展稳中向
好，创新创业社会氛围愈
加浓厚，在增强地区创新
活力的同时带动了地区
就业。但对标先进地区，
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发
展仍有一定差距，在规
模、数量和发展效益质量
等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和潜力。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王利军） 记者从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日前，自治区公安厅原党委
委员、副厅长孟建伟（正厅
级）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罪一案，经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
院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呼伦贝尔市人民检
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孟
建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先后担任包头市公
安局长，包头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公安
厅副厅长等职务的便利，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

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
物或者非法收受请托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财
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
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
说明合法来源；违反枪支
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郑慧英） 安慕希
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的
明星酸奶产品，如今，东南
亚的消费者也能品尝到浓
郁美味的安慕希了。9月18
日，伊利在新加坡举行发
布会，宣布旗下子品牌安
慕希正式在东南亚上市。
本次面向东南亚市场推出
的安慕希包含3种包装类
型的原味、蓝莓、草莓、黄
桃燕麦、芒果百香果5种风
味的产品。

安慕希是伊利汇聚全
球优质资源打造的高端酸

奶品牌，上市5年来，已成
为年销售额超140亿元人
民币的现象级单品。“纵享
浓郁美味”，开启美好生
活，安慕希扬帆出海，不仅
是伊利品质再获海外市场
认可的最新成果，也是加
速全球市场布局，更好服
务全球消费者的有力举
措。

伊利集团副总裁安磊
在发布会上表示，以“让世
界共享健康”为梦想，伊利
汇聚全球优质自然资源、
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始
终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

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
务，持续推动“成为全球最
值得信赖的健康食品提供
者”愿景的实现。

乘“一带一路”之东
风，伊利不断拓宽在东南
亚的市场布局，同时加大
对东南亚的投资举动。继
oyday系列产品在印度尼西
亚上市、泰国本土最大冰
淇淋企业Chomthana被伊
利收购后，安慕希顺利进
入新加坡、缅甸和越南市
场，今年下半年安慕希还
将陆续进入泰国、马来西
亚和菲律宾市场。

内蒙古煤矿救援技术竞赛落幕

安慕希扬帆出海 伊利落实东南亚市场布局新举措

我区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54家：
在孵企业2752家

检察机关依法对孟建伟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