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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得金巢在 自有凤凰来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软硬兼施”吸引八方客商
◎《兴安日报》记者 韩学文 梁建

电子商务产业增长势头强劲
连日来，五原县河套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分拣仓库内一派忙碌景象，年轻创客们
抢住机遇，通过互联网将河套面粉、羊肉、
植物油、葵花籽、糖玉米、蔬菜瓜果等土特
产品和“天赋河套”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
地发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从 2015 年发货 8 万单、实现
销售额 3000 万元，到 2016 年发货 150 万

单、实现销售额 1.3 亿元，再到 2017 年发
货 300 万单、实现销售额 4.7 亿元，成立仅
几年时间的河套电子商务产业园区销售
额，呈现出几何级增长的发展态势。

河套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的发展可以
说是巴彦淖尔市电商产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搭建发展平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人才培训力度、鼓励企业借“网”壮大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坚持把发展电子
商务作为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精准扶贫攻
坚、推进农村牧区产业融合的重要举措来
抓，从规划、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
扶持，制定印发了《巴彦淖尔市电子商务

“十三五”发展规划》《巴彦淖尔市关于促
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巴彦淖尔

市推进农村牧区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明确了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保障措施，不断优化电商发展政策环境，
全力推动全市电子商务发展，打造经济发
展新引擎。

政策的背后是不断增长的电子商务
交易额。2017 年巴彦淖尔市电子商务实
现 交 易 额 4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6% 。

2018 年，电子商务规模持续扩大，同时在
全市一、二、三产及各个领域的应用不断
深入，在传统企业和个体户中应用普及率
不断提高，电子商务总量规模也在持续增
长。截至 2018 年底，全市电子商务企业
数量达到 1315 家，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
易额 55.60 亿元，同比增长 35.3％，直接
就业人员 1.49 万人。

争分夺秒，大步推进，是近年来巴彦淖尔电商发展最铿锵的“节奏”。近年来，巴彦
淖尔市主动适应和引领产业发展新趋势，坚持把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作为发展现代服
务业的重要措施来抓，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和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掀起了全市发展电子商
务的新高潮，为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软环境经营事顺人和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营商

环境，体现在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服务上。
在政务服务方面，开发区不断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加快理顺管理体
制，以“保姆式服务”提升服务效能，让开

发区焕发活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要
素的集聚高地。

前不久，中粮项目需由自治区能源局
核准，开发区全程包办了公司注册、稳评
批复、项目申请报告编制等 15 项要件，积

极与规划、国土等部门对接，3 天内完成
了全部手续，4 天内完成了项目核准，创
造了“开发区速度”，打造了“开发区服务
典范”。

给自己做加法，为企业做减法。这只

是开发区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盟委、行署
“园区振兴”“一体两翼”等战略布局的一个
日常场景。针对企业特点，开发区急企业
所急、想企业所想，当好“店小二”，以扎扎实
实的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针对每个工业项目，开发区均选派一
名推进人员，全程包办、代办、领办前期手
续，督促企业加快前期工作办理，着力提
供“保姆式服务”，全力以赴做好招商引资
过程服务，已成为全体干部职工的共识。

巴彦淖尔电商产业巴彦淖尔电商产业
按下按下““快捷键快捷键””跑出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电商园区工作人员正在包装发货电商园区工作人员正在包装发货。。

冬日，屋外寒气逼人，而乌海市海勃
湾区海馨社区书法活动室内却是暖意融
融，一股股墨香扑鼻而来，10 余位老人正
认真地习练书法。

每天上午 8 点，社区书法爱好者便会
来到这里，或挥毫创作，或相互观摩，或研
讨技巧⋯⋯“书法不只是我的爱好，它已
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正在写小楷的
韩进发对记者说。

韩进发今年 75 岁。他告诉记者，年
轻的时候在乌达区苏海图矿工作生活，过
去物资非常匮乏，每天就想着如何挣钱养
家，没时间也没条件习练书法，2013 年从
苏海图矿搬到海勃湾区海馨社区后，才开
始写毛笔字。

“2013 年，通过棚户区搬迁改造，我
从矿区搬到了这里住上了楼房，不仅生活
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而且社区建起了篮
球场、乒乓球室、台球室、戏剧演唱室、书
法活动室等，我和周围的老伙伴们都非常
高兴，既打发了闲暇时间，身心也得到了
锻炼。”韩进发说。

“ 社 区 开 设 了 软 硬 笔 书 法、太 极 书
法、地书等教学课程，免费提供墨、纸、
字帖及书法报刊，还通过定期举办书法
培训课，让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书法艺
术的熏陶。”韩进发对记者说，“软硬件
上去了，大家写字的兴趣更足了，经常

聚在一起切磋、交流，氛围很好，真的受
益匪浅。”

海馨社区党委书记骆燚介绍，海馨社
区的书法室面积达 125 平方米，为了更好

地培养居民练书法的兴趣，社区常年为来
此研习书法的居民免费提供笔、墨、纸、砚
等，每个月都邀请市书协的老师为大家辅
导。如今，社区书法爱好者协会的会员达

40 多人。
2017 年，韩进发成了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写字的劲头更足了。“在我的带动
下，我们全家都喜欢上了书法。有时孩子
们写了一幅好字，用微信给我发过来，我
们全家一起交流书写的心得，很有意思。”
韩进发说。

居民学习书法的热潮是乌海市大力
推进“书法五进”的缩影。“书法五进”活动
是乌海市早年提出的以“书法进校园、进
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为基础的
基层书法文化活动。

2013 年 ，乌 海 市“ 书 法 五 进 ”项 目
荣获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创建资格，乌海市按照项目创建
规划、实施方案要求，坚持“文态铸城”、
展示“书韵之美”的创建原则，狠抓组织
领导、顶层设计、人才队伍、产品供给、
服务创新、经费保障、过程管理、宣传引
导等工作，使“书法五进”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2016 年 ，“ 书 法 五 进 ”项 目 以 自 治

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文化部验收，这
标志着历经两年多的努力，乌海市成为
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
截至目前，乌海市已建成书法基地

54 个，任务完成率 163.6%，建成书法活
动室 80 个，任务完成率 106.7%；建成了
7.6 万平方米的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全
市 80%以上的社区、90%的学校、50%的
规模以上企业、90%的军（警）营建立了书
法基地（活动室），市、区两级机关有条件
的单位，利用会议室等场所建立了书法活
动室；年均开展各类展赛、培训 300 余次，
出版书法集（册）10 余种。

据不完全统计，在乌海市常住人口
中，常年习练书法的有 10 多万人，其中，
拥有国家级书协会员 40 人、自治区书协
会员 145 人、市书协会员 2000 多人，120
余人次获得包括中国书法最高奖——兰
亭奖佳作奖在内的全国性奖项。

如今，在乌海市不一定人人都能成为
书法家，但人人都可以喜爱书法；不一定
人人都以书法为自己的事业，但人人都可
以接受书法艺术的熏陶。这种独具特色
的普及性，被中国书法界誉为“乌海模
式”。

书法，已经成了乌海人生活的一部
分。

活动室里墨香飘活动室里墨香飘
◎◎文文//图图 《《乌海日报乌海日报》》记者记者 刘春霞刘春霞

电子商务集聚示范效应持续增强
临河区创客聂亚雄于2015年注册了自

己的公司——内蒙古哞牛商贸有限公司，
2016年进驻临河区电子商务产业园。“进驻
电子商务产业园创业能节省不少运营成
本。比如，园区免费提供办公设备，包括电
脑、办公桌椅等，还免费提供网仓，供我们存
储和分拣货物。这里配送货物也方便，园区
里就有好几家快递企业。”聂亚雄说。现在，
聂亚雄经营着十几大类上百种商品，还注册
了自己的商标——“有吃有喝生产队”，利润
不错，前景看好。

临河区电子商务产业园建于2016年，
是一个以电子商务运营、培训、服务、电商企
业与个人创业孵化、产品展示等为主导，集
聚电商、仓储物流、生产加工、金融、包装设
计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子商务产业园。目前，
共有多家当地优势传统企业入驻，上线产品
包括羊肉、面粉、牛肉干、乳制品、瓜子、羊绒
制品等。

和临河区一样，乘着电商产业发展的东
风，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充分利用现有楼宇、
厂房等，建设多功能、多业态的电子商务产业

园区，推动电商企业“集聚化、抱团式”发展。
全市6个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均制定了三年内
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办公室设备、物业服务、网
络服务、电商培训等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电
商相关企业和个体户入驻。截至2018年底，
各电商园区入驻企业和个体户合计达 714
户，全年实现交易额 8.85 亿元，同比增长
34.2％。同时，巴彦淖尔市还推动和组织河
套学院与各旗县区政府及电商园区深入开展
电子商务产学研课题研讨，共同探讨电子商
务助力“天赋河套”公用品牌宣传，推动河套名

优特农畜产品通过电子商务，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为打造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还全力推进电子商
务示范创建工作，五原县和乌拉特前旗先后
被评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杭锦后旗被评为自治区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旗，共获得国家和自治区财政补贴资金
4500万元。五原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工作获得了商务部和自治区商务厅的一

致好评，在全区2015年度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绩效评价中获得第二名。在

（五原县）河套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和（乌拉特
前旗）乌拉特电子商务产业园区通过自治区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复审的基础上，指导推荐
临河区、磴口县、乌拉特中旗电子商务产业
园区成功获评自治区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全
市自治区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达到5个。（临河
区）第一产业网被评为自治区级电子商务示
范企业。在各类电子商务示范项目的带动
下，全市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农商互联实现一二三产有机融合
“以前拉着鸡蛋到处推销，一颗最多 5

毛钱，还不好卖。现在网上销售，不但价钱
翻了两番，而且还供不应求。”五原县和胜乡
和丰三组土鸡散养户王金年高兴地说。

王金年是推动农商互联的受益者之
一。近年来，五原县通过电商引领、资源整
合，构建起了多元化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形
成了3种紧密的农企利益联结模式（“电商+
企业+农户”“企业+农户”“电商+农户”），使
农畜产品大幅升值，畅销全国。五原县还通

过农商互联，实现了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全
县电商企业联合200多家合作社，辐射1万
多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了产销对接、以
销定产，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同时，电商
企业与 32家传统企业合作，按照市场需求
标准开展农畜产品深加工，促进了传统企业
触电上网、转型升级。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借助国家和自治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旗）项目，全力
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牧区。目前，全市农区

50户以上的村组共建成电子商务服务网点
1550个，已实现农区50户以上村组电子商
务网点全覆盖。围绕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培
育了“三胖蛋”“大眼猴”“迷鹿缘”“胖农”“先
蛋先鸡”“黄金纬度”等一系列互联网畅销品
牌，提升了品牌知名度，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增加了经营效益。电子商务在推动工业品
下乡、农产品进城，促进农牧业升级、农牧民
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农商互联融合发展步伐，巴彦

淖尔市鼓励和引导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农
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及农产品冷链物流企
业与电商企业深度合作，不断丰富和创新

“联产品、联设施、联标准、联数据、联市场”
五 联 工 作 。 目 前 ，全 市 169 家 通 过 了
ISO9001、HACCP 认证，以及欧盟等国际
有机食品认证的重点涉农企业，推广国际国
内销售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生产加工，制定
了54个农牧业种养殖规程和农畜产品生产
技术标准，全面推行“两个市场、一个标

准”。引导全市130家认证产品企业和合作
社，纳入了自治区农畜产品追溯信息平台。
建成了物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羊畜产品
交易中心，羊畜产品交易中心每日发布的交
易行情，已成为全国羊肉价格的风向标。支
持圣牧高科、草原宏宝、恒丰面粉、三胖蛋、
胖农等传统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积极开
拓线上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
展。通过开展农商互联，实现涉农主体、电
商企业和仓储物流企业合作共赢。

◎◎文文//图图 《《巴彦淖尔日报巴彦淖尔日报》》记者记者 鲍艳媚鲍艳媚

争“看了想来，来了想干，干了能赚”，这就是记者对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采访后的综合评语。
作为全盟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服务、要素、设施等保障上下功夫，通过不断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加大对企业和项目的服务力

度，向状态发力，向时效发力，挖渠引水，让更多更好的项目落户开发区，让更多更好的企业在开发区拥有大发展、快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
2018年，开发区完成产值5亿元，完成税收0.6亿元。预计2019年底，开发区总落地工业项目13家，5项公共服务项目全面完成，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4亿元，完成产值18.4

亿元，完成税收4.5亿元，安置就业3200人。这一串串数据的背后，是近年来开发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成果，是更优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对资本和人才的招引所致，是开发区转
型升级、迈向新征程的底气。

硬环境打造不遗余力
在全力打造优质高效服务软环境的

同时，开发区不断优化园区发展硬环境。
2018 年，开发区总体目标为“基础设施建
设年”，基础设施全面完善，发展瓶颈得以
突破。

地方铁路工程 2018 年 4 月中旬完成
验收、开通运营，工业供水工程 4 月中旬
试水，供水能力 10 万吨/天，园区一级消

防站已投入使用，污水处理工程、渣场、集
中供热工程 7 月建成投运⋯⋯如今的开
发区，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完善，已成为盟
内及周边地区配套设施最强的园区之一。

为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开发区
公共服务区规划建设加快实施，2019 年 4
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计划年内完成服务
中心、基础设施、职工之家建设，目前征地

已完成，正在全面开展前期工作。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开发区针对每个

基础设施项目均选派一名责任人员，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全天 24 小时跟进，现场
解决实际问题，确保“事不隔夜”。开发区
每周集中调度一次，责任人员日报工作进
展，全面提升硬件建设水平，满足企业落
地及生产运营需要。

中粮 6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中广核
生物天然气项目、中广核风电光伏项目、
中铁物流园项目、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
耦合超声制浆项目、义和加气混凝土砌块
项目、绿洁固废热解项目⋯⋯随着开发区
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开发区项目建设不断加快，重大项目
不断引入。如今，兴安盟不仅有着绿水青

山、蓝天白云，各个投资项目进展顺利，呈
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筑得金巢在，自有凤凰来。”在兴安
盟经济开发区这片正在开发的热土上，随
着“工业强区”战略的强力推进，多元并
进、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循环发展的工业
产业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韩进发正在练习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