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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取消4项免征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记者昨日从自治区财政厅
了解到，自治区财政厅与
自治区发改委于日前联合
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财政
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
于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

业性收费的通知》
（以下简
称《通知》），明确取消4项、
免征3项自治区设立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
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包括：
1.赃物估价、罚没、
抵押、纠纷、拍卖、无主、赔

偿、库存积压物品等价值
认定费；
2. 价格公证仲裁
费；
3. 养犬管理服务费；
4.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费。免
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包
括：
1.对改变国内药品生产
企业名称、国内药品生产

企业内部改变药品生产场
等不改变
地
药品内在质量的国产药品
补充申请常规项，免收药
品注册费；
2.对经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
属于按照创新医疗器械特

（门牌号变更）

别审批程序审批的且由内
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负责审批的第二类
医疗器械产品，免收其首
次注册费；3.对由内蒙古自
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负责审批的第二类国产医

疗器械产品延续注册事
项，
免收延续注册费。
取消、免征上述行政
事业性收费后，有关部门
和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
所属经费，由同级财政预
算予以保障。

鄂尔多斯：
吹响
“加油干”
的号角
（上接1版）
“说白了，这条产业链
就是将黑色的煤炭经过一
系列绿色转化，再加工生
产成白色的聚乙烯和聚丙
烯。
”李少平说，产业由“粗
放生产”向“精深加工”转
变，实现资源就地转化，是
我们探索出的高端化循环
发展新路径。
好一个资源就地转化！
好一个国内国际规模最大！
一 枝 独 秀 不 是 春 。中
天合创的邻居中煤鄂尔多
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另
一 个 “ 最 ”字 头 项 目——
—
国内国际以煤为原料生产
尿素最大的企业。
虽说是煤化工企业，
但
迈入厂区，
看不见一丝黑色，
闻不到一点儿怪味儿。
更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
一片郁郁
葱葱的生态园林展现眼前。
说起环保，
中煤鄂尔多
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保太侃侃而谈：
“谁
说煤化工企业做不到环保？
目前，
我们将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废渣等深度加工，
做成了大量具有附加值的
产品。
如将废水进一步蒸发
结晶成固体混盐，
实现废水
循环利用等，
这可是真正的
废水零排放。
”
在转型发展攻坚之路
上，
鄂尔多斯不仅靠延伸资
源型产业链条实现了煤化
工的华丽转身，
战略性新兴
产业等也逐渐开始唱主角。
在蒙古源流文化产业
园区内，
元上都项目、
铁木真
营地等一批特色文化产业
项目呈现出建设的热潮。
恢
弘的宫殿刚刚初现规模，
园
区内已经有了慕名而来的
游客。
在古色古香的建筑内，
游客们不停地举起自拍杆。
园区负责人给我们算
了一笔账：
“ 保守估计，蒙
古源流文化产业园建成
后，产值能相当于3座千万
级的煤矿企业。
”
转 型 升 级 道 路 上 ，优
异的成绩单越来越多。
带着对蒙古源流的震
撼，我们在内蒙古伊泰大

漠马业有限责任公司见到
了80多匹来自新西兰的纯
血马。伊泰大漠马业的工
作人员苏日图告诉记者，
明年春天这里将诞生鄂尔
多斯的第一批纯血马。
清研沙柳产业工程技
术中心有限公司以
“农牧民
+合作社+研究中心+企业+
市场”的模式，进行沙柳回
收再利用，
不但将我区特有
的沙柳加工生产出了绿色、
环保、
硬度优于红木的沙柳
木，
还带动了农牧民增收。
在这生机盎然的日子
里，鄂尔多斯每天都在为
我们展现着新变化。
据了解，
2017年鄂尔多
斯市春季集中开工的140项
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2212.3亿元，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890.2亿元。
“七业”项
目23项，总投资237.1亿元，
计划完成投资166.3亿元。
—加快转型项目建
——
设，
在抓好能源、
化工、战略
性新兴产业、
高新产业项目
建设的同时，
同步抓紧抓好
农牧业、服务业项目建设，
夯实转型发展基础。
——
—大力推进资源清
洁高效集约开发利用，
推动
资源转化增值、延长链条，
力争非煤产业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提高到60%以上。
——
—着 力 培 育 新 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
端装备、大数据云计算、生
物科技、蒙中医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建设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地，战略性新
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到20%以上。
—加快发展全域旅
——
游、现代物流、健康养生等
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
高到47%。
——
—扎实推进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
农牧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
构，建设国家级绿色农畜
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痛下决心减少对传
统发展路径的依赖。
”
——
—
这既是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上加快转型升级的嘹亮
号角，也是鄂尔多斯一展
产业转型抱负的决心。

开启大数据产业的
“掘金时代”
秦皇岛港，动力煤，发
热量5500大卡……
蒙 KAXXXX， 净 重
39.78吨，运往山西省，电
煤，
出矿时间……
4月18日，在位于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联邦大厦一
楼的内蒙古煤炭交易中心
电子大屏幕上，不停滚动
着煤炭行情、车辆运行详
情、煤炭供求、综合物流等
与煤炭产、运、销诸方面有
关的实时数据。
买煤、
卖煤、
讨价还价、
签订合同、
结算付款，
这些曾
经非常复杂的过程，
如今，
在
交易中心这个平台上，
可以
通过点击鼠标轻松完成。
交易中心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项目是自治
区唯一一家煤炭电子交易
平台，主要打造信息、交
易、物流和结算融资4大服
务体系。平台还提供了煤
炭产业政策、煤炭产量、品
种、市场供需、运力配置、
港口转运、价格走势等大
数据最新资讯……
同一座大楼里的鄂尔多
斯智慧城市联动指挥中心
东胜平台，一个长20米、高
6.5米的巨大LED显示屏赫
然眼前。
煤矿安全生产掌上
调度、
消防救援综合研判、
营
运客车违规报警等通过屏幕
清晰可见。
屏幕下方，
伴随着
键盘敲击的嗒嗒声，
工作人
员按照不同的领域分工在几
十台电脑前，
各自忙碌着。
此
时此刻，
仿佛置身于一部现
代化、
智能化的科幻大片中。
“别看只是一块电子
显示屏和几十台电脑，它
整合了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安全、环境保护、城市管
理以及社会管理5大模板
的功能，由原来各部门独
立采集、分析、处置监管信

息整合为监管信息共享模
式，实现了各部门汇聚共
享、
综合研判、
统一调度、
联
合联动的局面。
”来自东胜
区公安分局的朱君说，
这就
相当于给城市构建了一个
大脑，
脑袋里储存着智慧监
管体系，
让城市在精细化管
理中愈发从容高效。
据了解，
鄂尔多斯市大
数据产业发展主要布局在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云计算
产业园和空港物流园区鄂
尔多斯大数据中心，
目前已
累计完成投资33.29亿元。
其中，云计算数据中心完成
投资22.29亿元。
现有投产项
目6个，
具备近5.66万台物理
服务器的承载能力，已用物
理服务器1.12万台。云计算
服务收入累计达0.7666亿
元。
重点在建项目5个，
总投
资20.21亿元。云计算产业
园正在建设的11栋标准化
数据机房，建成后将达到3
万个机架以上的规模。
云计算、大数据既是
一个新兴产业，又是鄂尔
多斯市创新引领绿色转型
的技术基础和支撑。
宏伟壮观的成吉思汗
陵、一望无际的苏泊罕大
草原、气势恢宏的蒙古源
流文化旅游区、碧波荡漾
的马奶湖…… 4 月 17 日 下
午，记者在伊金霍洛旗全
域旅游智慧 大 厅 的 360 度
全景体验区，通过VR眼镜
将伊金霍洛旗境内的著名
景点看了个爽！伊金霍洛
旗全域旅游智慧大厅里，
游客了解到伊旗所有景区
的每个角落，管理者则可
以动态掌握景区的实时状
况。这是大数据旅游。
总投资10.69亿元的鄂
尔多斯大数据中心，目前
已经将鄂尔多斯市煤炭
局、环保局、教育局等全市
50多个 部 门 100 余 套 系 统
的数据迁移部署至大数据
中心，形成了全市政务数
据的集聚，今年6月底将完
成共享平台建设。
以在线交易、仓储物
流和互联网金融为支撑，

为客户提供在线商城、
三方
联合淡储、电子化交易撮
合、
数据共享等服务的易肥
网，
于3天前正式上线了。上
线首日，
实现交易化肥2100
吨，
交易额240万吨。
拥有“线上 线下”共
200多名签约艺术家库，可
提供个性化定制、精准服
务、交流互动平台的艺未
来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作品展
6次，并与中央美术学院等
国内外高校和艺术机构建
立了合作关系，实现以文
带动创新创业。预计3年
内，艺术品产值过亿元。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黄
金期，
鄂尔多斯已经开启了
大数据产业
“掘金时代”
。
“到2020年，鄂尔多斯
市大数据产业可实现产值
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新
增销售收入过千亿，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
的重要支撑性产业。
”鄂尔
多斯经信委办公室主任张
彪信心满满。

记者手记

鄂尔多斯市综合基础
设施建设如火如荼。
呼准鄂快速铁路今年
上半年将建成通车。包西铁
路客运专线、蒙华、鄂前旗至
上海庙、沿河铁路、准朔铁路
等项目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包鄂西高铁纳入国家中长期
路网规划。包茂高速关碾房
至荣乌高速四改八、呼鄂八
车道直通高速公路等重点即
将开工建设。
“十三五”期间，将完成
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七星湖
等7个通用机场建设。到2020
年，运营航线达到50条，通航
城市达到43个，货运航线达
到2条，组建航空公司1家。将
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品质，开展地下综
合管廊和海绵城市试点建
设，中心城区力争创建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6个旗将创
建为国家园林县城。将投资

105.5亿元，实施黄河二期防
洪工程、西北节水增效工程、
盟市水权转让一期工程和拦
沙换水试点等工程。
鄂尔多斯至北京专用
传输光缆第一路由已建成，
第二路由也将于今年建成投
运。农村有线宽带覆盖持续
扩展，中心城区免费WiFi覆
盖正在全面推进。蒙西到天
津南电力外送通道建成投
运，上海庙到山东电力外送
通道正在建设。
新兴产业发展也势头
强劲。
目前，鄂尔多斯已并网
新能源发电装机115万千瓦，
在建光伏发电装机4万千瓦，
并不断加快建设新能源石墨
烯、鄂尔多斯集团8000吨多
晶硅技改、隆通碳纤维等重
点项目，打造以工程塑料、合
成纤维、合成橡胶为主导的
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积极
开发特种陶瓷材料、新型有
色金属合金材料等新材料。
正全力推进白云危险废物综
合处理中心、纳林河园区浓
盐水深度处理回用等项目建
设。华泰新能源汽车、中信重
工特种机器人、京东方二期
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现已
形成124万吨煤制油、4亿立
方米煤制气、10万吨煤制二
甲醚产能，在建137万吨煤制
烯烃产能。形成了天骄圣地、
民族风情、大漠风光和休闲
避暑四大类旅游产品。
“十三五”期间，鄂尔多
斯将与呼包共建国家大数据
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合试
验区，成为国家级数据灾备
服务基地和云安全服务基
地，同时加快大数据应用开
发，建设电子商务、智慧城
市、产业大数据中心、科创平
台等应用平台，带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鄂尔多斯“七网”
“七业”
正在扬帆起航，并将乘着自
治区春季项目集中开工大会
胜利召开的春风，驶向充满
希望的彼岸。2017年春季，鄂
尔多斯将新开工项目140个，
总投资额超过2300亿元。
（据《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