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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度

经济周刊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风向标观点秀 闻天下

这几天，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上下正
在备战几场精准招商推介会。“为加快建设内蒙
古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建设数字内蒙古、智慧内蒙古。我们
拟在北京、深圳、长三角地区举办大数据精准招
商推介会。诚邀国内外大数据企业来内蒙古投
资置业。”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意气奋发地说。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壮大新动
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
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
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
网+”。

报告所指是民之所望，也是施政所向。内

蒙古准备在新时代抬阶而上，把大数据产业继
续做大做强。到2020年，“互联网+”加速推进，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
广泛应用，互联网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
型升级中发挥作用明显，信息消费快速增长，互
联网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宏伟的目标源于厚重的家底：自治区大学
生科技园、包头大数据创新产业园、赤峰云计算
产业园、锡林郭勒大数据产业园、乌兰察布中关
村科技产业园、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园、巴彦
淖尔大数据产业园、乌海大数据产业园等一批
重点园区建设日新月异；截至2017年底，全区
数据中心装机能力突破100万台，新增10万台，
居全国首位……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回首2017年，
内蒙古把大数据发展与自治区全方位对内对外
开放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大数据招商引资八面
来风。“以会招商”，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于
2017 年组织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博会、
2017年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内蒙古海外联谊
会理事座谈会等活动。“走出去”招商，组织赴北
京、上海、深圳、贵州、云南、四川等先进省市和
华为、中兴、东方国信、航天世景、中电科软信等
领军企业开展考察学习和招商引资。主动“请
进来”招商，依托国内主流媒体大力宣传报道内
蒙古大数据发展的区位、电价、支持政策等优
势，吸引企业洽谈考察；借助中关村联盟等国内
一流协会组织，指导成立自治区大数据产业联
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等行业组织和研究咨询

机构，帮助引进一批会员企业前来洽谈考察。
多项“组合拳”助力大数据产业项目在广袤

草原落地生根。目前，我区已与国家发改委国
际合作中心、新华社中经社、航天世景、中电科
软信等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落实
自治区政府与中兴通讯、航天十二院战略合作
协议事项。与苹果、阿里、腾讯、浪潮、新华社中
经社、新华三、神州数码、航天十二院、中电科软
信、中电智云、易华录等10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
业进行了合作洽谈。与中国东盟环保中心签署
《中蒙俄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战略合作协
议》，推动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分中心、工业
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分中心、中电
科软信内蒙古大数据研究院、内蒙古郡安大数
据有限公司等一批具有代表性项目落地我区。

据不完全统计，各盟市2017年新引进大数
据招商合作项目53个，总投资约347.65亿元，苹
果、京东、微软（中国）公司、银河航天（北京）科
技、今日头条等一批新的行业领军企业签约入驻
我区。其中，信息基础设施类项目21个，产业发
展类项目20个，社会民生类项目7个，政府治理
类项目5个。从分布来看，锡林郭勒盟15个，巴
彦淖尔市11个，呼和浩特市8个，鄂尔多斯市6
个，乌海市4个，乌兰察布市3个，阿拉善盟2个。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4月下旬北京专
场、6月下旬深圳专场……紧锣密鼓的大数据招
商会将接踵而来。2018年自治区大数据重点招
商合作项目拟定83项，计划总投资额为898.12
亿元。北疆彩“云”正朵朵飘起，内蒙古大数据
产业正在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积能量。

□本报记者 杨帆

日前，自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
于公布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
项目名单》的通知，并就我区各盟市推动
PPP示范项目落地、优化投资结构等提
出补充意见。

首先是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推动
示范项目规范落地。通知强调，全区各级
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切实
履行政府采购、信息披露、预算管理与监
督检查等管理职责，指定专人负责PPP综
合信息平台的日常管理，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PPP项目的对口联系和跟踪管理分工
责任制、落地考核机制、项目库动态调整

机制。同时，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协
调配合，加强与项目实施单位的沟通协
调，进一步优化项目运作机制，助推示范
项目规范实施、按期落地、稳定运行。

另外，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进一
步加大自治区奖补力度。通知要求各级
财政部门认真研究国家PPP项目以奖代
补政策，积极争取国家奖补资金。择优
选出适宜项目，与国家PPP基金公司对
接，充分发挥基金的引导增信作用，争取
更多支持。对已签约的示范项目，自治
区将从PPP项目前期费用和本级以奖代
补资金方面给予倾斜。在推进示范项目
过程中遇到问题，各盟市要及时与自治
区财政厅和行业主管部门沟通联系，确
保项目及早落地。

据了解，2017年，自治区财政厅联
合住建厅、交通厅、环保厅等17个行业
主管部门开展了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国家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经国家部
委评审，我区国际蒙医药医养结合项目
等17个 PPP项目纳入了国家第四批示
范项目名单，示范项目数量位居全国第
10位，处于全国前列；计划总投资148.1
亿元，投资金额居全国第十七位。

从示范项目地区分布看，自治区本
级1个项目，赤峰市5个项目，乌兰察布
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和通辽市各2个
项目，兴安盟、二连浩特市和阿拉善盟各
1个项目。

从示范项目内容与类别看，这17个
项目涉及生物制药、养老、旅游、教育、市

政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交通运
输、水利建设等，除内蒙古国际蒙医药医
养结合PPP项目外，还包括乌兰察布市
集宁要塞文化旅游产业园PPP项目、包
头市昆都仑区教育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工程PPP项目、赤峰市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通辽市科
尔沁区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 PPP项
目、二连浩特市全域旅游提升工程项目、
阿拉善盟智慧阿拉善一期工程项目等。

基于通知中补充意见和PPP示范项
目内容与类别，自治区经济界专家指出，
在“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成为全区上下奋斗指向的今天，内蒙古
已进入以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阶段。

让PPP示范项目尽早落地

□付东梅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
和动力之本，也是未来推动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内蒙古正处
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还
是初步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前进道路
上还存在不少挑战。主要体现在：深层
次结构性矛盾凸显，产业竞争力和抗风
险能力较弱，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任务
艰巨，统筹协调稳增长和调结构难度不
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市场化
程度低，发展活力不足；科学发展体制
机制尚未完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
系需进一步理顺。另外，在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进程中，利益主体和诉求多元
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保障和改
善民生，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会更高。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解决经济社会
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必由之
路。要求我们善于在全球大背景下、全
国大发展中谋划自治区的未来，因势利
导，扬长补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改
革的红利、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以创
新制度供给激发市场活力，全面提升资
源配置效率，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优
势，推动经济高质量、有效率地增长。

要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加快
建立以目录管理、统一平台、规范交
易、全程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资源
配置体系，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和效率最优化。

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
行业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的引入。深
化电力、天然气、铁路、货运等垄断行
业价格改革，加快推进城市公用事业
公共服务价格改革。

要深化国企改革。以混合所有制
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
兼并重组、整体上市。健全现代企业
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员
工持股、职业经理人制度、规范董事
会、中长期激励等试点。开展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优化国有资本
监管方式。创新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
有资产配置方式，提高国有资本配置
效率和效益。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进输配
电价改革，在蒙西电网建立独立的输
配电价体系。以霍林河煤电铝循环产
业园区为试点，推广局域电网运营新
模式。开展售电改革和增量配电业务
改革试点，多途径培育多元化售电市
场主体。扩大直供电规模和范围，提
高自备电装机比重，有效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努力把电力优势转化为竞争
优势和发展优势。

要放宽放活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
入。凡是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准入门
槛一律破除；凡是限制民营企业、外地
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各种壁垒一律拆
除，尤其在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及公
用事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吸引更多民间
资本进入。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机制，营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
竞争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市场环
境。切实保护非公企业合法权益和降
低非公企业经营成本。

（作者为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

增强创新活力
释放改革红利

“三管齐下”
加大国企开放力度

本报 4 月 16 日讯 （记
者 杨帆）记者从自治区国资
委获悉：为了推动全区国有经
济高质量发展，今年我区正推
进“三管齐下”加大全区国企开
放力度。

首先，要通过大跨度联合
重组、产能合作，积极引进战略
合作伙伴，实现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共赢发展，做强做大一批
区属国有企业。其次，大力实
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支
持区属国有企业深度参与、加
快融入“一带一路”发展，鼓励
在钢铁、电力等领域积极开展
国际产能合作，探索建立境外
科技研发、资源开发和加工贸
易基地，积极参与境外合作园
区建设。最后，加强央地合作
对接协调，加快推动自治区国
有企业与央企实现更深层次、
更高层级、更宽领域的投资合
作。

奈曼旗27个重点
项目开复工

本报通辽 4 月 16 日电
（记者 郭洪申）4月 13日，奈
曼旗召开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建设大会，此次集中开工重
点项目共有27个，计划完成投
资 84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14个，投资38亿元；新建项目
13个，投资46亿元。

截至目前，高效节水、河南
牧原现代农业产业化养殖体
系、凌云海糖业、百万亩经济林
基地、南部山区薯类产业田园
综合体、大沁他拉镇城区道路、
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等20多
个项目已进场开复工。

两部门联手打击
走私和逃骗汇

本报 4 月 16 日讯 （记
者 阿妮尔）为有效打击走私、
逃骗汇等非法活动，实现联合
监管，近日，呼和浩特海关和国
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分局签署
了《打击走私和外汇领域违法
犯罪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在以下方面加强
合作：加强系统数据共享。开
展联合办案和联合检查，共同
打击外汇资金违规流动和走
私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监管协
作，充分发挥双方专业特长，
联合开展调研工作，了解和分
析进出口贸易项下物流和资
金流对应关系、进出口价格虚
报等问题，为完善相关金融监
管提出合理化建议；实施走私
涉及非正常收付汇的或者在
贸易收付汇方面发生违规的
主体将被列入“黑名单”，视情
况推动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对
其采取降低诚信等级、取消优
惠待遇等惩罚性措施。

北疆彩北疆彩““云云””朵朵飘朵朵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永桃李永桃

□本报记者 李永桃

猪肉是大多数家庭餐桌上不可或缺
的食物。3月下旬，自治区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在部分盟市开展了全区生猪市场
调研，发现今年以来生猪价格明显走低。

生猪出场价从1月初756.16元/50公
斤降到3月中旬的585.00元/50公斤，累
计降幅达29.26%。特别是3月份以来，受
节后需求下降影响，生猪价格出现快速下
降。2月底价格是694.83元/50公斤，到3
月25日降至564.42元/50公斤，猪粮比价
3月下旬已经跌到6.79：1，临近盈亏平衡
点。同时玉米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这使得

养殖户的养殖收益进一步下降。
从终端市场来看，2016年 6月份至

2018 年 2 月份，全区猪肉零售价格由
15.10元/斤下降到12.01元/斤，累计降幅
为20.46%。与收购环节相比，终端消费
环节价格波动相对滞后，养殖户（企业）受
生猪收购价格下降的影响更为明显。

此次调查还了解到，因为生猪的生
长周期较长，后期市场变化情况很难把
握，盲目补栏后期风险较大，大部分养殖
户（企业）没有明显的补栏意愿。据乌兰
察布市万兴肉业负责人介绍，受目前猪
肉价格整体走低行情影响，养殖户（企
业）出栏意愿更强，市场出货也更快，但
也有少数养殖户（企业）打算趁低价入

市，扩大养殖规模，待市场恢复时从中获
取利润。

专家指出，从 2015年 4月份开始，
生猪价格经过低迷后进入了一个上涨周
期，养殖收益进入一个长期且较高的收
益期。至2016年7月份，整整经历了15
个月，生猪收购价格高达1070.17元/50
公斤，猪粮比价高达15.10：1。这期间生
猪出场价达到了历史最高，猪粮比也达
到了历史最高，生猪养殖的收益持续增
加，出现了“猪肉价格淡季不降”的现
象。2017年生猪收购价开始平稳回落，
其价格在923.79—713.64元/50公斤之
间徘徊，猪粮比在14.24：1—11.84：1之
间运行，但生猪养殖的收益仍较高。进

入2018年，生猪养殖已经历长达33个
月的高收益期，受环保政策升级等因素
的影响，大量散户逐渐退出，规模化养殖
占比提高，一些大型养殖企业由于技术、
成本控制等有明显优势，快速扩大养殖
规模，使得今年生猪产能集中释放，生猪
供大于求的局面形成，价格也逐步进入
低迷期。另外，猪肉进口对国内市场起
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专家建议，我区要转变生猪生产方
式，应对猪价持续低迷；引导保险企业与
养殖户合作，进一步完善生猪保险体系；
及时发布生猪市场信息，正确对待猪价
下跌；及时启动生猪储备机制，调节猪肉
市场供需。

生猪价格缘何走低？

财经眼

近日，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第一阶段
集中修施工在包头站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
集中修将极大改善线路基础状况，提升列车平
稳程度和行车安全系数，为草原铁路运输打下
良好基础，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的客货运输能
力。此次集中修计划于 4 月 7 日至 5 月 1 日对
京包线开展施工。

本报记者 梁亮 摄

包头站集中修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