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帆

新时代聚焦新举措，新举措推动新
发展。

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伟大实践中，内蒙古
到底是如何精准发力推进三大攻坚战
的？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沿着
内蒙古以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轨迹，
我们从三个方面解码。

运用PPP模式聚焦重点，精准服务
脱贫攻坚，是内蒙古决胜脱贫攻坚战的
密匙。

内蒙古坚持精准发力，加大城镇综
合开发、养老、旅游、生态等领域的PPP
项目推进力度，引导各盟市40个贫困

旗县的62个 PPP项目落地，项目覆盖
70%的贫困旗县，总投资183亿元。

兴安盟扎赉特旗作为集中连片贫
困旗县，脱贫攻坚不松劲，2018年因推
广PPP模式效果明显，受到国务院通报
表彰。扎赉特旗第二热源集中供热
PPP项目已经建成运营，有效解决了7
万贫困地区人口的冬季取暖问题。扎
赉特旗音德尔镇PPP供水项目建成后，
将有效解决当地安全饮水问题。

赤峰市巴林左旗上京食用菌脱贫
产业园PPP项目，通过发展产业和转移
就业，使建档立卡的175户贫困户实现
稳定脱贫。

赤峰市巴林右旗实施的苜蓿草种
植生态保护项目，总投资1.99亿元，已
经纳入国家第四批PPP示范项目。项
目建成后，形成年产量800公斤/亩的5
万亩苜蓿草种植基地，为巴林右旗大板

镇及周边奶牛等养殖户每年提供4万
吨的优质苜蓿饲草料，通过增产增收，
加快了农牧民脱贫致富步伐。

赤峰市巴林左旗辽真寂寺至辽祖
州旅游公路工程PPP建设项目，依托贫
困村独特的田园风光、生产生活形态、
民俗风情、传统文化和森林景观等资
源，通过打造特色产业对接乡村旅游，
进一步拓宽了贫困户增收渠道，推动了
全旗1000多贫困户脱贫。

推动绿色低碳的PPP项目发展，是
内蒙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密匙。

内蒙古坚持绿色发展，优先支持供
排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利建设、
可再生能源领域PPP项目，全区污染防
治与绿色低碳领域111个项目相继落
地，总投资993亿元。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生活垃圾
资源化处理与利用项目总投资 1.5 亿

元，由北京一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额投资建设，2019年投产运营。该
项目投产后，在实现垃圾处理的同时提
供沼气发电、有机肥等附属产品的回
收、生产与销售。

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东区污
水处理工程建设项目2015年由北京天
河嘉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社会资
本方投资建设，总投资1.7亿元，其中污
水厂投资1.1亿元，政府配套道路和管
网投入0.6亿元，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
水2万吨。2018年进入试运营阶段，目
前日处理污水1万多吨，出水主要回用
于农畜产品加工业、医药化工和能源工
业，在实现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同时，避免了因排污导致淡水资源受污
染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风电清洁能源
PPP供暖项目，充分利用、消纳清洁能

源并开展风电清洁供暖，有效降低了二
氧化碳排放，实现了低碳环保，乌兰察
布市也因此成为内蒙古率先开展风电
清洁供暖的试点和示范地区。

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项目，是内
蒙古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
密匙。

坚持可持续发展，全区16个地方
政府债务存量PPP项目落地，涉及投资
105亿元，化解政府债务26亿元，盘活
存量资产33亿元，有效减轻了地方政
府债务压力，提高了政府资产使用效
益，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油助
威。

鄂尔多斯市哈头才当至康巴什新
区供水工程总投资20.1亿元，采用PPP
模式运作，直接盘活存量资产14亿元，
有效化解存量债务12亿元。同时，通
过引进社会资本合作方北京碧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其在水资源领域
成熟的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和管理经
验，有效提高了城市供水运营水平和保
障能力。

巴彦淖尔市污水处理再生水回用
及供水一体化PPP项目，通过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将直接化解政府债务9.59
亿元，盘活存量资产9.82亿元。

呼和浩特市班定营污水处理厂提
标扩建工程PPP项目，通过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盘活存量资产1.2亿元。

……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

曹永萍就此提出：“PPP项目，正在深刻
改变内蒙古。”

新时代新作为，新作为新气象。我
们相信：乘着新时代的春风，内蒙古以
PPP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
将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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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司咏梅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
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扎实做好稳金融工作，既是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任务，也是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目
前，我区金融业在市场结构、经
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等
方面还不能很好适应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稳金融，需要在
稳定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改革创新上下功夫，既要积
极稳妥推出短期举措，更要着力
构建长效机制，以稳金融为重要
着力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为实体经济服务是
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
的根本举措。金融机构要把为实
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围绕现代能源、先进制
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乡村
振兴、民营经济、对外开放等领域
聚焦发力，把金融资源更多配置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大力支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
后一公里”，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
样化金融需求，使金融更好地支
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抑
制资本“脱实向虚”，解决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是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
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
口。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键还
在于未雨绸缪，因此，要坚持预
防为本、化解为主、加快处置，紧
紧围绕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把金融安全落实到经济
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打
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
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做好重点领
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同时，不断
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监管
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看
住人、管好钱，打牢制度的防火
墙，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三是积极深化金融改革创
新。深化改革是稳金融的重要
举措，要把握好国家金融体制改
革的整体方向和政策导向，推进
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加快地
方金融机构改革，优化金融发展
环境，在深化改革中提高服务实
体经济效率和防控风险能力。
大力推进创新，结合我区实际，
找准创新方向，持续优化金融服
务体系，开展业务创新、管理模
式创新，促进银行加强对民营、
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健全“敢
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推动
相关政策精准落地，让金融更好
助力经济发展大局，同时增强自
身稳定发展的底气。

（作者系内蒙古发展研究中
心 副研究员）

着力稳金融
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

看内蒙古PPP项目
如何聚焦三大攻坚战？

本报 4 月 1 日讯 （记者 梁亮
实习生 牛玥）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了解到，呼和浩特局
集团公司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
好祖国边疆这道亮丽风景线”作为践行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担当使命，积极探
索发展绿色运输。

2018年，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会同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与两大乳业巨头
公司蒙牛、伊利先后签订铁路物流总包
战略合作协议，大量公路货源转为铁路
运输，白货装车实现新增量。2018年乳
业项目碳排放量较公路减少1.4万吨，
按节省碳排放比例计算可相当于节省
1400万度电或 0.6万吨标准煤。2019
年一季度蒙牛项目共发运10.2万吨，重
量同比增幅6.3%，乳业项目全年预计发
运71.4万吨，预计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1.9万吨。

一季度我区乳制品
铁路运输量创新高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阿妮尔）
为将减税降费政策实打实硬碰硬的落实
落地，科右中旗税务局出实招硬举，确保
减税降费政策宣传到户、解读到手、享受
到位。

首先该局开展覆盖辖区内15458户
纳税人的减税降费政策专项入户走访

“一对一”政策解读工作，目前制定了《减
税降费政策专项入户走访“一对一”政策
解读工作实施方案》，形成了职责清晰、
分工明确、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组织
辖区内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召开减税
降费税企座谈会，询问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和减税降费政策享受情况，征询
工作意见建议，解答共性问题。在前期
问题意见征集的基础上，组织法制、税
政、收入核算等部门，对辖区内各类纳税
主体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了覆盖辖区内
15458户纳税人的享受减免优惠政策档
案台账，并组织划分23个工作小组，开展
大范围入户“一对一”政策解读工作。入
户过程中，工作人员依照前期为纳税人

“量身定做”的享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档
案台账内容，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
到每一个应享受减免优惠政策纳税人手
中，确保税收宣传到户、政策解读到手。

实招硬举确保减税降费
政策享受到位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杨帆）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任务尤为迫切的形势
下，本着服务民生的宗旨，呼和浩特2018
年通过财政“一卡通”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19.92亿元，惠及全市287.6万人次。

其中，通过“一卡通”发放农民补贴
资金17.95亿元，占补贴资金的90.1%；
发放城镇居民补贴资金1.97亿元，占补
贴资金的9.9%。补贴资金涉及9大领
域93个乡镇的87项补贴。

从补贴资金类型看，发放金额占比
较大的主要是社会保障、农业、林业三大
类补贴资金，三类补贴占补贴资金总额
的83.35%。

从资金发放人次看，发放人次占比
较大的依然是社会保障、农业、林业三大
领域的人群，三大领域受益人次占资金
发放总人次比例的94.7%。

呼和浩特财政“一卡通”
惠及全市287.6万人次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日前，《<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
规划>内蒙古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印发。《方案》强调，充分发
挥呼包鄂区位优势向开放、发展优
势转化的作用，到2035年，呼包鄂榆
城市群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整体竞
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建成面向
蒙俄、服务全国、开放包容、城市协
同、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的中西部地
区重要城市群。

《方案》规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
建设任务：

在优化城市群发展空间布局方
面，构建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依
托呼包鄂榆发展轴、沿黄生态文化

经济带，突出区域中心城市，强化重
要节点城市地位，增强周边城镇多
点支撑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在引导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强
化产业分工协作，打造优势产业集
群，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持包
头市与榆林市共建稀土新材料、镁
铝生产及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引导
呼和浩特市与榆林市合作开展光伏
新材料研发及制造，鼓励呼和浩特
市、鄂尔多斯市与榆林市综合利用
粉煤灰、煤矸石等工业废弃物，发展
金属材料加工和新型建材产业，引
导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
协作发展大数据、电子信息制造、云
计算应用产业，联手推进国家大数
据综合实验区建设。

在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
面，构筑城市群内外综合交通运输
网，推进能源通道建设，强化水利支
撑能力，构建信息共享网络系统。
加强以机场、高铁站、公路客货站场
为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提升
呼和浩特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功能，推进包头、鄂尔多斯建设区域
性交通枢纽城市。

在推进生态环境共建共保方
面，实施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
综合治理工程、沙地沙漠锁边林建
设工程，认真落实禁牧政策。建设
沿黄生态廊道，统筹实施京津风沙
源治理、天然林保护、水土保持、退
耕还林还草等生态治理工程。开展
呼包鄂区域内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加快实施重点行业污染治理设施提

标改造。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在 构 建 开 放 合 作 新 格 局 方
面，推进对外开放，增强辐射带动
作用。完善国际运输通道和二连
浩特、满都拉口岸建设，推进满都
拉口岸、呼和浩特铁路口岸、鄂尔
多斯综合保税区建设，推进内陆
港和配套物流园区建设，积极融
入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深化京
蒙对口帮扶。

在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方
面，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进统
一市场建设，创新利益协调机制。
设立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基金，重
点投向跨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联防共治、创新体系共建等一体化
项目。

瞄准六个方面入手 直击呼包鄂榆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冯雪玉

道路通，百业兴，交通是发展的
“先行官”。2018年内蒙古新增公路
3200多公里，公路总里程突破20万
公里，建成“四好农村路”6800 公
里。 一张覆盖全区城镇乡村，连接
区外、通江达海的细密路网正在织
就中。

曾经，我区公路基础设施发展
滞后，是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大短板。为补齐这一短板，我区交
通运输系统持续发力。

2018年，我区累计完成公路交
通固定资产投资554亿元，开工建设
公路里程1.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6630公里、一级公路7790公里，敖勒
召其—东道梁、大板—经棚、甘其毛
都—临河等高速一级公路建成通车，
101 个旗县通一级及以上公路。
2019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完成公路

水路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400亿
元以上，公路建设规模1.5万公里，新
改建农村牧区公路5000公里，新增
通硬化路撤并建制村200个……

通 了 公 路 ，物 流 也 要 跟 上 。
2018年我区大力推进物流业降本增
效，实施了货运车辆“两检合一”，35
家检验检测机构实现“一次上线、一
次检测、一次收费”。扩大无车承运
人试点范围，新增试点企业69家，交
易成本较传统货运模式下降 8%。
全面完成经营性收费公路营改增工
作，落实车辆通行费减免优惠政策，
全年累计减免通行费14.6亿元。完
成营业性货物运输量16亿吨、货物
周转量2985.6亿吨公里，同比分别
增长8.5%和8%。

“四好农村路”是自治区近年着力
发展的交通运输重点工作。2018年，
我区除新改建农村牧区公路外，还实
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019
公里、危桥改造137座，建成乡镇客运

站4个、嘎查村候车亭71个，新增通硬
化路撤并建制村201个、通客车建制
村25个。全区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
16.2 万公里，建制村通客车率达
99.59%。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和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荣获2018年度“四好
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称号。

在信息建设方面，开通“信用交
通·内蒙古”网站，与“信用中国（内
蒙古）”实现数据共享。安全应急
处置系统、互联网+公众出行系统等
信息化项目建成投入使用。新增
ETC用户18万个，匝道收费站ETC
覆盖率达8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019 年的计划
中，推进高速公路主骨架成网建设
是重中之重。要加快包茂高速包头
—东胜改扩建工程、二广高速苏尼
特右旗—化德、绥满高速海拉尔—
满洲里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新开
工二广高速二连浩特—赛汉塔拉及

白音查干—安业等建设项目，年内建
成大饭铺—龙口高速公路。同时，加
大国省道升级改造力度。加快推进
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通一级及以上
公路。提高国省干线二级及以上公
路比例，推进沿边国道低等级路段
升级改造，年内建成白云鄂博—满
都拉、呼和浩特—毕克齐、三岔—阿
尔山等一级公路。继续加强农村牧
区公路建设。支持深度贫困旗县较
大自然村通硬化路，启动抵边自然村
通硬化路建设。完善农村牧区运输
服务网络，新建3个农村客运站、5个
乡镇综合服务站、100个农村公路候
车亭，新增通客车建制村20个。

高速公路挺起骨架，让发展的
步伐提速；农村公路通乡达野，便利
了万千农牧民。随着我区交通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节奏的加快，未来，通
过高速公路的联通，内蒙古还将进
一步缩短与发达省市的时空距离，
助力自治区经济腾飞。

把内蒙古的高速公路连成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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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1—2
月份巴彦淖尔市籽仁类产品出口
值达 5.8 亿元，同比增长 29.5%，
迎来“开门红”。其中，针对土耳
其、埃及、伊拉克、阿联酋等中东
国家的出口值大幅提升。针对辖
区企业旺盛的出口需求，呼和浩
特海关提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标准版应用率，实施“一厂一策”
精准帮扶，免费提供实验室技术
培训，及时推送国内外最新政策
和贸易动态信息突破贸易壁垒，
将原来的批批检验模式创新为抽
批检验模式，助力河套瓜子“优出
快出”。

河套瓜子
今年出口“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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