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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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眼

□本报记者 康丽娜

两年前，年过花甲的刘根柱还是村里的贫
困户，紧靠着微薄的种庄稼收入维持生计，如
今，他又多了个养牛的营生，日子过得有声有
色。

“这都得益于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日子好
过了！”刘大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令电话这
头的记者深感动容。2016年，通辽市工商联积
极落实自治区工商联开展“村（嘎查）企合作”精
准扶贫行动的要求，在全市选定了具有较强经
济实力、较好社会影响的103家非公企业和商
（协）会帮扶7个旗县区的102个贫困村，开展了
“百企帮百村”村企合作精准扶贫行动。2016年

8月2日，通辽市岳泰集团为科左后旗朝克吐镇
那林塔拉嘎查10个贫困户家庭每户购买1头基
础母牛，并提供专用饲料配方，派技术员入户指
导养殖技术，对贫困户养殖给予饲料补贴。刘
大爷作为其中的一个贫困户，现在饲养着3头
牛，生活很有奔头。

通辽市“百企帮百村”村企合作精准扶贫只
是自治区“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一个缩
影。2015年，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
贫办、中国光彩会《关于印发<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自治区工商联、扶
贫办和内蒙古光彩会成立了“村（嘎查）企合作”
精准扶贫行动领导小组，结合全区各地实际情
况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开发工作。

一是通过发展养殖业进行精准扶贫。引导
基层工商联因地制宜开展工作，锡林浩特市组
织动员21家企业与51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从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养殖业入手，
扶持贫困户稳定增收。二是通过发展种植业进
行精准扶贫。蒙草抗旱集团在通辽市扎鲁特旗
4个苏木建设了50万亩优质牧草基地，基地农
牧民可获得初始入股分红、草牧场流转利润和
就业工资三项收入，户均年收入11万元。三是
通过开发产业项目精准帮扶。赤峰市宁城县充
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通过捐赠和产业帮扶打
造旅游项目，开发观光旅游度假村，其中紫蒙湖
景区依托丰富的水资源，目前共辐射盆地沟村、
打虎石村和河洛堡村30余家农户开展渔家乐、
农家乐经营，户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同时，带

动了当地小米、杂粮、蘑菇、山野菜和山珍系列
产品的普遍增值，吸纳当地80余农民就业。四
是通过开展电商服务精准扶贫。锡林郭勒盟
国际商贸城在正蓝旗上线的乐村淘电商服务
平台，涵盖全旗9个镇，将农村的小卖铺和超市
升级为乐村淘线下体验店，帮助农牧民实现网
上购物和销售农畜产品，把商品、服务和信息
快速输送到农村牧区，再把农畜产品、劳动力
输送到城市，在苏木乡镇和嘎查村零售商与全
国大中城市供应商之间搭建一条电商“高速公
路”，帮助农牧民发家致富。五是通过开展公
益事业精准扶贫。通辽市泰和路桥工程公司
为朱家杖子村铺设水泥路，实现了主街巷硬化
全覆盖，又投资为村小学修建校舍、地面硬化
和校区绿化……

随着全区“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稳步
推进，很多贫困村摘掉了贫困帽子，大踏步拥抱
全面小康生活。截至目前，全区 548家企业与
1044个村（嘎查）结对，1182个项目投入5亿余
元，带动21402建档立卡贫困户56751人。其中
产业帮扶投入4亿余元，帮扶36784人；技能帮扶
投入 294万余元，帮扶 2646人；解决就业 4364
人，投入6476万余元；组织企业以各种形式公益
帮扶累计4493万余元，18439人受益。

下一步，自治区工商联将继续积极搭建“村
（嘎查）企合作”的服务平台，重点搭建产销对接、
银企对接、研企对接的平台，促进民营企业与农
牧户、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的有效对接，实现民营
企业与农村牧区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提
高村（嘎查）企合作的效率和水平。

□本报记者 梁亮

在美丽的青藏雪域高原，一项世界上
海拔最高、海拔跨度最大、自然条件最复杂
的输变电工程——西藏藏中和昌都电网联
网工程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
施工中。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电网建设
大军，爬行在陡峭的山脊上，穿梭在72道拐
之中，不断突破着生命的禁区，挑战着生存
的极限，奋战在施工一线。

“咱内蒙古承建的第19标段起于林
芝县德巫村北，止于色季拉山奔巴，线路
全长77.996千米，杆塔143基，平均海拔

高度4000米，是最难标段之一。”来自内
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经理刘
智勇介绍。

沿着陡峭的山体，记者跟随项目工作
人员爬到了第19标段施工现场。4000
多米的高海拔，让我们不停地喘着粗气。
而展现在眼前那“挂”在高压线上的无数
蜘蛛侠，惊呆了我们。

由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的第19标段，80%的塔基在原始森林内，
高山险峻，沿线常年积雪。因运输车辆无
法到达现场，施工材料需全部依靠索道运
输，而工作人员，则必须步行上山。

“这里每年有效工期只有6个月，时间

短，任务重。为了增加有效工作时间，节省
上下山的体力，我们不得不在施工现场附
近安营扎寨。”刘智勇说，因坡度大，施工
难，再加上高寒、缺氧带来的不同程度高原
反应，正常环境下只需要五六天即可建成
的铁塔，在这里要用掉一个月时间。

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蒙电铁军定
下了“保质量、保安全”“绝不把施工速度
架设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的口号。为了
少砍掉一棵树，他们将原本机械可以完成
的工作，改为手工操作。

一年多的紧张施工过去了，目前，由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第19
标段基础施工、铁塔组立完工，工程预计

于6月底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爬行在塔基之上，穿梭在高压线间

……回想1996年，自蒙电铁军走出内蒙
古参与到国家西电东送开始，内蒙古送变
电不断承担着国家、国际重大任务，目前
已经在蒙古、巴西、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
建设电力项目。

“藏中联网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为
了满足西藏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电
力需求，扩大电网覆盖范围，促进西藏清
洁能源开发外送，为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提
供可靠电源保障，蒙电铁军将不断发挥山
区、高海拔地区的施工优势，贡献自己的
力量。”刘智勇说。

蒙电铁军：挑战世界最高输变电工程

本报 5 月 28 日讯（记者
梁亮）近日，记者从中铁九局七
公司呼市地铁项目部了解到，
呼和浩特地铁 1号线 06标段
市政府站目前完成了附属工程
一期交通导改工作，已经开始
通车，恢复了呼和浩特市如意
路口及原有主体上方新华大街
南侧主干道交通。

呼和浩特地铁项目部市政府站
附属工程一期交通导改完成

□司咏梅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支撑，企业作为市
场经济的主体、科技创新的主
体，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需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作
用，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
础。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薄弱、主
体地位不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全区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短板中
的短板。扎实推进全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使创新
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

一是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企业自身要
树立创新理念，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使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永恒
推动力。围绕企业的科技创新
需求，加快完善以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
形成产、学、研、用之间的良性循
环。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
持力度，综合运用政策、投入、金
融、服务等多元化方式，引导各
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
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要素和资源
的主体、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
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
果应用的主体。

二是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
设，强化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服务
保障。科技服务体系是连接政
府、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创
新资源的桥梁和纽带，其完善程
度对于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至关重要。根据我区科技服务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企业
科技创新对科技服务体系的需
求，要加快发展研究开发、技术
转 移 、检 验 检 测 认 证 、创 业 孵
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
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服
务和综合服务，培育一批拥有
知名品牌的科技服务机构和龙
头企业，尽快形成覆盖科技创新
全链条的科技服务体系，提升科
技服务业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
撑能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科技
创新支持政策，优化企业创新环
境。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
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
政策落实力度，简化办理流程，
研究后补助政策，调动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的主动性。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促进科技金融相结
合，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
依法依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与创业投资机构、股权投资机构
实现投贷联动，支持企业科技创
新。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使企
业能够了解政策并享受到政策
带来的优惠，激励企业增加研发
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筑牢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微观基础

本报 5月 28日讯 （记者
阿妮尔） 近 日 ， 4 辆 悬 挂

“TIR”（TIR即 《国际公路运
输公约》）标识的货柜车在办
结完海关手续后，经满洲里公
路口岸出境，标志着我国TIR
运输正式启动，成为TIR在全
球的第61个正式运营国。

据了解，TIR运输由满洲
里口岸出境，经俄罗斯至欧洲
国家的公路通关时间可节省3
至4天。持有TIR证开展跨境
国际道路运输，海关可以在几
分钟内放行。在TIR单证运输
中一旦出现违规事件，海关无
法从货物承运人取得税费时，
可以通过该国的运输 （担保）
协会获得赔偿。运输途中所有
过境国的海关都不对货物进行
任何检查，不需要缴纳巨额的
过境担保金。TIR运输为满洲
里口岸跨境电商和“鲜、活”
农产品的物流输送降低更多时
间和成本，是加快发展亚欧大
陆道路运输和多式联运的重要
一步，也是逐步融入全球运输
和贸易规范体系的一个里程
碑。

我国首批TIR运输货物
从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

5 月 28 日，包
头市青山区旭宸
能源有限公司的
工人正在查看生
产线上的玻璃集
热管。这家公司
以光伏发热为主
业，致力于生产可
有效替代目前供
热模式的清洁能
源。

文/冯雪玉
图/乌日图

□本报记者 康丽娜

为深入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近日，《内蒙古大数据与产业深度
融合行动计划（2018—2020年）》出台。

该计划旨在推动工业行业研发一批
大数据产品，实现数据驱动的制造业务流
程，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发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推动农牧业、
服务业行业技术研发体系创新、生产管理
方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体
系重构。到2020年，建成100个以上自
治区级典型示范项目，形成一批产业大数

据云平台、产业创新创业中心，培育一批
大数据应用开发企业、大数据云平台服务
商，推动一批企业上云。

内蒙古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将着
力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推进大数据与农牧业深度融合。以
乳、肉、羊绒、马铃薯、蔬菜、粮油、草业等
特色优势行业为重点，推动大数据在农牧
业生产管理、产品追溯和市场销售中的应
用。运用地面观测、物联网、遥感和地理
信息技术等，加强农情、牲畜、植保、农畜
产品价格等相关数据实时监测分析。建
立质量追溯、执法监管、检验检测等数据
共享机制，加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追

溯，实现追溯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
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

推进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以新型
化工、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生产加
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特色优势行业为重
点，培育一批行业云平台，力争三年内全区
上云企业达到10万户，引进培育3—5家具
有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大数据云平台、50家
大数据云应用服务商。利用大数据精准感
知用户需求，促进基于数据和知识的创新
设计和研发；通过大数据监控优化作业流
程，强化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

推进大数据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加
强大数据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农牧业

生产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应用，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
伸。加强大数据在旅游、房地产业、养老
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应用，促进生活
性服务业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

推进大数据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鼓励各地区整合煤炭、电力、石油、天然
气、可再生能源等数据资源，实现能源生
产、传输、消费等相关市场主体数据的集
成、共享与应用。支持石油、电力、天然气
等流程制造企业集团的大数据平台开发
和应用示范。着力推进风力、光伏、煤层
气、页岩气等各类新能源数据整合，利用
大数据提高新能源使用效率。

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 内蒙古这么做
本报5月 28日讯 （记者

康丽娜）为增强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
维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发
挥好公众在食品安全中的社会
监督作用，呼和浩特市于近日
开展“你点我检”活动。

据了解，“你点我检”活
动覆盖全市9个旗县区，涵盖
自制肉制品、调味料、蔬菜、
水果、饮料等26个食品大类
和47个食品细类，市民登录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
站、官方微博、公众微信、头
条号，回复关键字“你点我
检”即可参与投票。呼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根据市民投
票结果，结合食品安全抽检标
准、风险程度等，确定抽检的
食品和生产经营场所。抽检结
果将在每季度定期召开的“食
品药品安全信息通报会”上公
布，对不合格食品以及违规经
营场所，将依法处理。

呼和浩特开展“你点我检”活动

““万企帮万村万企帮万村”” 合力断穷根合力断穷根

随着全区“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稳步推进，很多贫困村
摘掉了贫困帽子，大踏步拥抱全面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