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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人馆

经济周刊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风向标
观点秀 闻天下

□本报记者 冯雪玉

近日，我区召开了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电视
电话会议，部署了全区商事制度改革下一步的
重点工作。其中，即将开始实行的“32证合一”
备受关注。记者了解到，目前自治区13个部门
已经联合印发通知，定于6月底实施这一改革，
并就合并事项、信息传递、效力确认等做出规
定。

“多证合一”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简化市场准入手续，活跃经济发展。内
蒙古先后推出“三证合一”“五证合一”，2017年
统一实施“21证合一”，而即将实施的“32证合

一”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核发
一照、信息共享”的工作模式，申请人办理登记
注册时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一个窗口”提
交“一套材料”，领取营业执照后，不再另行办理
被整合备案登记事项，可以说比之前的改革更
进一步。据了解，“32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具有
被整合证照的各项功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
业通行通用。目前，自治区层面的顶层设计已
经完成，需要各盟市、各部门抓紧落实。

自我区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每年都有
新任务，新成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政策体系
最完整、社会影响最广泛、参与部门最多的重大
改革。第三方调查表明，企业对工商注册满意
度为85.4%，是获得感最强、满意度最高的改革

之一。
近五年，全区市场主体净增56.4万户，个体

私营企业登记从业人员净增112.4万人，注册资
本净增2.9万亿元。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市场
主体发展到192万户，从业人员579.8万人，注
册资本4.65万亿元。据调查，商事制度改革以
来，新设小微企业平均活跃度达78.4%，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改革极大推进了企业开办和注销便利化，我
区在着力推进企业开办和注销便利化的同时，集
中统一归集公示各部门涉企信用信息，进行互联
共享、互认互用，减少办事环节和程序，减轻了企
业负担，推动了企业快速参与市场竞争。

改革颠覆了传统的监管方式，由过去的人

海战术变为运用大数据实施信用监管。目前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已收录
市场主体信息1.2亿条，日均访问量20万次，
1.5万名“老赖”被限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
监事等职务，部分失信企业在荣誉授予、银行
开户、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通过近五年
的商事制度改革，新业态得到发展，为经济转
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为创业创新、扩大税收、创
造财富培育了新生力量。

记者了解到，除了“多证合一”改革外，自
治区下一步将按照国务院部署，抓紧推进和完
善四项改革：一是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自治区计划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
内。其中，工商登记不超3天，印章刻制不超1

天，申领发票不超1天。二是加大跨部门双随机
抽查联合检查力度。三是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改革。目前，已经在全区实施有限责任公司
类的企业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9月底将覆盖所
有类型的市场主体，“不见面办理”或“最多跑一
次"正在变为现实。四是加大电子营业执照应用
力度，今年3月15日起，无介质电子营业执照改
革全面实施。下一步重点是建立市场主体身份
认证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跨区域、
跨部门、跨领域应用，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电子
商务和电子政务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电子营业执
照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市场主体的唯一网络身
份认证和管理标识，力争实现“互联网+”环境下
的“一照走天下”。

□本报记者 高慧

说起额济纳，人们都会惊赞这里胡
杨的美丽。胡杨固然美丽，却不曾有人
知道它背后的艰辛和坚韧。在这里，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像胡杨一样，默默坚守
在这寂静的大漠戈壁深处，他们就是
——额济纳海关人。

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那一
年，额济纳海关正式成立，它是呼和浩特
海关所有隶属单位中距离总关最远、条
件最艰苦的一个。

“当时从总关到这里没有铁路，更没
有飞机，我们开车从呼和浩特出发，一路
走包头—乌海—银川—阿拉善左旗—额
济纳旗，这段路程开车最快也要 3天。
到了旗里还没结束，从旗里出发到策克
口岸还有82公里。”额济纳海关关长成
占友介绍道。

去额济纳海关，海关工作人员们
面临的不仅是偏远的地理位置，还有
恶劣的自然条件、干旱的沙漠气候。
在口岸茫茫戈壁滩上，他们住的是干

打垒的土房，烧的是煤炉，用的是旱
厕，水电暖全无，偶尔能吃上顿土豆都
觉得奢侈。

“记者同志，你回去可别把我们这里
写的太艰苦了，否则别人吓的都不敢过
来了。”监管一科的杨军和记者半开玩笑
地说。杨军的编号是额济纳海关里最后
一个，自2015年他从甘肃通过国考考过
来后，这里就再也没有新人加入了。
2016年国考有4个考上海关的考生，知
道要来额济纳海关，最后全部放弃了。

“我特别喜欢海关，国考考了2年，来了
以后条件比想象中的要好，不过这里经
常停电停水停网，所以你看我抽屉里都
是蜡烛。”杨军说。

“他来后条件确实好多了，2014年
我们新建了宿舍楼，2013年我刚考过来
的时候，那是逮哪儿睡哪儿，办公室边找
个小房子支个床就是宿舍了，睡过通道
泵房，也睡过监管库。现在伙食也好多
了，我们自己养了鸡鸭兔子，还在胡杨林
里种了蔬菜，现在每顿饭都能吃上蔬
菜。其它都能克服，只是在医疗和教育
这两块儿，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同在

监管一科的曹爱祖说。
“艰苦只能博得同情，有为才能赢得

尊重。”这句出自额济纳海关第二任关长
丁吉豹的话，现已成为了额济纳海关人
的信条。除了从“胡杨精神”中汲取的

“坚强、坚韧、坚守”品质，他们又给“胡杨
精神”加入了“创新、创优、创效”的新内
涵。

策克口岸是新兴口岸，它在货运量
连年爆发式增长的同时缓慢规划建设
着。额济纳海关承担着整个口岸每年千
万吨进出口货物、20多万次进出境车辆
的监管任务。为了进一步实现货运通关
再提速，额济纳海关成立了“攻坚克难先
锋班”，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建立了口岸
监控指挥中心，实现了所有业务现场监
管视角的有效整合，同时升级完善货运
通道车辆自动验放系统，实现了无人值
守、自动称重和信息自动采集的功能，对
进出境运输工具的验放进入“读秒”时代
（7-10秒/辆）。

为确保企业顺畅通关，货运监管现
场实行“早8晚8”“5+2”工作制度，现场
海关工作人员经常加班加点，在煤灰与

沙尘肆虐的环境中严密监管，下班后，经
常脸上、头上、衣服上都是煤灰，洗澡的
时候水都是黑的。

据不完全统计，额济纳海关2017年
现场海关工作人员总加班时长超过
2304小时。

驻扎边关，每个海关工作人员对远
在他乡的父母、妻儿都有份亏欠，但他们
却克服艰难，坚定信念，执着向上。

“来这边我不后悔，让我再考这边我
还愿意。”杨军说。

“以前总是从老关员身上感受‘胡杨
精神’，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也成为一棵
边关的胡杨了。”李幸蔚说。

“当我下定决心留在这里，为额济纳
海关的未来做点什么的时候，额济纳旗
这个地方也突然变得可爱了起来。”张
国栋说。

……
“瀚海西风凛冽，胡桐万里巍峨”。

这里的51位海关工作人员是一棵棵坚
韧而又充满智慧的胡杨，我们要铭记这
些像胡杨一样坚守在大漠边关的额济纳
海关人。

“我愿做额济纳的胡杨树！”

□司咏梅

环境质量既是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重要指标，更是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目前，
我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进入
攻坚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公
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尚未转
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牧
区、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
末端治理减排空间越来越小，环
境压力居高不下。需要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坚定“绿色定力”，
建立大气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持
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全力
打赢蓝天保卫战，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生态环
境保障。

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构
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根据我
区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特点，以
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新兴产业
低碳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强
度为核心，用低碳经济、循环经
济理念改造提升传统资源型产
业，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工艺改
进和清洁生产审核等措施，对传
统资源型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
促进资源型产业低碳发展。以
建立绿色供应链为手段，大力发
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先进装备
制造等新兴产业，形成低能耗、
低污染、低排放的产业体系，努
力实现产业低碳化、低碳产业
化，为从源头打赢蓝天保卫战奠
定坚实基础。

二是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结
构，推动能源清洁化。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大
力发展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产
业，构建低碳能源生产体系。发
挥和利用好内蒙古丰富的风光
资源，加快发展高效光电光热、
大型风电、高效储能、分布式能
源，不断提升新能源产品经济
性。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
构建适应新能源发展的电力体
制机制、新型电网和创新支撑体
系，促进多能互补和协同优化，
引领能源生产革命。提高清洁
低碳能源消费比重，优化能源消
费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和煤炭消费，实施煤炭消费替代
工程，通过有序推进煤改气、煤
改电等措施，进一步降低煤炭消
费比重。

三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
强机动车污染治理。完善铁路
路网，调整交通运输结构，推动
大宗物流由公路运输转向铁路
运输，减少重型柴油货车使用强
度。建立严格的机动车“全防全
控”环境监管制度，实施清洁柴
油车、清洁柴油机、清洁运输和
清洁油品行动，加强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促进城市和区域环境空
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努力打赢
蓝天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事关改革发展全局。目前，我区正处在
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为推动新型城镇
化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日前
下发《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这标志着农牧民
可以零门槛落户城市啦！

方案确定，加快农牧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加快户
籍制度改革，对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农
牧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实行零门
槛落户城镇政策，全面落实高校和职业
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及技术工人
零门槛落户政策。

就各部门如何推进相关工作，确保
进城农牧民进城后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等，方案进行了一一明晰：

——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
实现居住证制度覆盖城镇全部未落户常
住人口，大幅提高居住证发放量。以居
住证为载体向未落户人口提供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及办事便利，鼓励呼包鄂三地
居住证互认。（自治区公安厅牵头，各有
关部门配合）

——科学规划幼儿园、中小学校建
设，保障教育资源供给。加强随迁子女就
学工作，落实“两为主、两纳入”要求，建立
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依托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两免两补”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坚持以流

入地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就学，对
于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安排在普惠性民办学校就读。实
现混合编班和统一管理，促进随迁子女融
入学校和社区。（自治区教育厅负责）

——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深入推进城乡
居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强化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制度的衔接。（自
治区人社厅牵头，自治区民政厅配合）

——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进一步扩
大公共租赁保障范围，外来务工人员、新
就业大学生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专
业技术人员，凡符合当地城镇居民公租
房准入条件的，全部纳入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范围。切实改善环卫工人、公交司

机等特殊行业住房困难职工的居住条
件，确保城市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应保尽保。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
口通过住房租赁市场租房居住。研究出
台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
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
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牧区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自治区
住建厅牵头，国土厅配合）

——不断提升新市民融入城市能
力。落实农牧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农牧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5年行动
计划，构建贯穿农牧民生产生活全过程
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推动新型职业农
牧民培训比照全日制教育享受职业教育

“两免”政策。（自治区人社厅牵头，教育
厅、财政厅、农牧业厅配合）

农牧民可以零门槛落户城镇啦！

““3232证合一证合一””！！ 内蒙古商事制度改革又有大手笔内蒙古商事制度改革又有大手笔

7月6日，在包头稀土高新区，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
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忙碌着。这家自主研
发摄像头自动对焦马达的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包头市资源
与政策优势，生产出边长8.5毫米、厚度2.9毫米，仅有指甲
盖大小的电机，并为华为、联想、三星等知名手机品牌供
货。近年来，包头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高新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重点，有力
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记者 刘玉涵 摄影报道

小电机有大作为

本报7月 9日讯 （记者 康
丽娜）日前，《呼和浩特市网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出台，对呼市辖区内网络餐饮
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通过第三
方平台和自建网站提供餐饮服务的
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要求网络餐饮服务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要做到确保入网
经营的餐饮单位《食品经营许可证》
真实有效、确保配送安全卫生、确保
投诉及时处理。要求网络餐饮服务
提供者应到各旗县区、开发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统一服务标
识、统一上岗服装、统一容器标准、
统一配送流程。

同时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有实体经营门店，按要求使用合
格的食品包装材料并对食品密封包
装，在外包装上加贴标示品名、出餐
时间、可食用时限、供餐餐饮服务提
供者名称等信息的封签。

呼和浩特市要求
网络餐饮服务“四统一”

本报7月 9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以来，为了有效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兴安盟阿尔山市从健
全组织结构、摸底调查等三项举措
着手，部署全市政府债务化解工作。

首先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和财
政、审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领
导小组，同时设立5个专项工作组，
根据不同分工同步推进各项工作。
其次，对系统内外形成的债务认真
清理核实，对债务情况、债务类型、
偿还方式等进行摸底调查。同时，
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先后去外地学习
债务化解经验，并先后邀请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及专家进行指导，确保
全市债务化解工作积极、稳妥进行。

阿尔山市三项举措防范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本报7月 9日讯 （记者 杨
帆）2018年，通辽市库伦旗加大投
入推进健康扶贫，并计划投入1350
万元推动此项工作。

通过健康扶贫，库伦旗今年要
对全旗2042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提供1次免费健康体检；实施“先诊
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服务，在定点
医疗机构推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一站式”
服务和即时结算；对贫困患者实施
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
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政
策；投资204万元，与人寿保险公司
续签大病补充保险协议，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投保，住院就医报
销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

通辽市库伦旗加大投入
推进健康扶贫

财经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