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冯雪玉）赤峰市
松山区城子乡柳村，一条穿村而过的马路上车
来车往。这个冬天，小村并不沉寂。柳村党支
部书记宋学民说：“我们村以前是砂石路，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修了这条路以后，不仅路
变整洁了，村里的杂粮杂豆都卖出去了，来旅游
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条路可真是一条脱贫致富
路啊！”

柳村以种植杂粮杂豆和发展经济林为主，
多年来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制约了发展。可喜
的变化发生在2018年，柳村所有村组实现了路
面硬化，这是松山区启动的乡村旅游三年行动

带来的变化。松山区计划3年建设旅游公路67
公里，形成4条精品旅游线路，连接85个千亩特
色农业园区，沿线78个村16.8万人口直接受益。

在11月 25日召开的全区工业能源交通领
域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交
通厅厅长白智说，到目前为止，全区具备条件的
苏木乡镇、嘎查村已经全部通了硬化路。到
2018年底，以通村路、扶贫路、旅游路等为建设
重点，有力地提升了农村公路通畅水平，全区累
计完成农村牧区公路建设投资735.1亿元，新改
建农村牧区公路7万公里，全区农村牧区公路总
里程已达到16.2万公里。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5年来，在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着力推进全区“四
好农村路”建设工作。

截至目前，全区103个旗县（市、区），除10
个城区化的县区由市政部门负责管养外，剩余
93个均建立了公路养护段。全区的苏木乡镇和
嘎查村有4335个设置了养护机构，从事乡村公
路的专兼职养护人员达到15200多人。其中，
吸纳贫困人口9157人参与农村牧区公路养护，
助力贫困人口年均增收7600多元。5年间，累
计投入自治区本级养护工程补助资金 17.4 亿
元，改造危桥817座/22994延米，处置安防工程

隐患路段1.2万公里，农村牧区公路隐患路段得
到有效处置，危桥数量逐年下降。

“四好农村路”实施的5年间，全区累计投入
5017万元，建设苏木乡镇汽车客运站、运输服务
站34个，候车亭237个，农牧民候车条件得到了
极大改善。截至目前，全区共有776个苏木乡镇
通客运班车，11046个嘎查村全部通客车，具备
条件的嘎查村通车率达到100%，提前一年完成
通车任务目标。

在今年交通运输部组织召开的全国推动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由交通运
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三部门联合

对全国83个“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进行了命名
表彰，我区的伊金霍洛旗、松山区、达茂旗3个
旗县被正式命名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至此，我区累计共有开鲁县、喀喇沁旗、达
拉特旗、五原县、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松山
区、达茂旗 8个旗县被评选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

通过5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农村牧区的公
路交通运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个以县级公
路为脉络、以乡级公路为延伸、以村级公路为补
充的连接国省干线，遍及乡村的农村牧区公路
网络基本形成。

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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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连英）记者
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近日，自然资源部
正式发文批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建立相对独
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并作为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唯一合法的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是指为了满足在
局部地区大比例尺测图和工程测量的需要而建
立的一种非国家统一的，但与国家统一系统相联
系的平面坐标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规
定，由于建设、城市规划和科学研究的特殊需要，
为防止投影带边缘长度变形，可以建立相对独立
的平面坐标系统以满足需要和精度要求。

呼和浩特、包头2000坐标系的建立，将快
速推进两地信息化建设，实现各部门数据共
享，减少重复测绘、重复投入，为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测绘保障。

呼包二市被批准建立
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本报12月 2日讯 （记者 杨帆）
今年1—10月份，我区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689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0.6%，比上年同期增加163.2亿元，增
长10.7%。

其中，完成税收收入 1296.2 亿元，
同比增长 9%，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
重的 76.7%；完成非税收入 392.8 亿
元，同比增长 16.8%。民生等重点领
域支出得到优先保障。1—10 月份，
全区用于民生的支出达 2509.8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5.8%。其
中，教育支出增长 8.1%，卫生健康支
出 增 长 8.7% ，节 能 环 保 支 出 增 长
4.8%。

前10个月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10.7%□本报记者 王连英

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按自治区要求编
制了《自然资源厅关于矿产资源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促进自治区矿产资源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方案》明确了专项整治工作目标，即通过
为期两年的专项整治，实现全区矿产资源突出
问题基本解决，清收资源依法处置，涉矿腐败得
到根治，制度机制不断优化，矿业秩序进一步规
范，矿产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政治生
态和发展环境明显改善，矿产资源高质量发展
格局基本形成。

《方案》确定了该厅进行全面清查的九大问
题：煤炭资源配置项目落实不到位问题；矿业权

登记管理问题；违法违规整合和兼并重组矿产
资源问题；厅属国有企事业单位违法违规转让
国有矿业权问题；清查违规投资入股矿山问题；
清查违规减缓免矿产资源相关资金问题；清查
涉矿中介组织从业管理问题；清查国家、自治区
财政出资项目管理问题；清查矿山违法违规查
处情况存在问题。

《方案》要求从三个方面健全完善制度。
一是矿产资源领域审批监督管理制度。根据
国家、自治区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进展，推动

“放管服”工作向纵深发展，优化矿业权管理
及准入要求，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
二是矿产资源领域相关资金收缴管理制度。
进一步优化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工作，
完善矿业权使用费征收管理工作。三是涉矿
中介组织从业管理及行业自律制度。进一步

规范涉矿中介组织从业管理要求，提升行业
自律水平。

在加强管理方面，《方案》提出，依托自治区
大数据建设，建成全区矿产资源综合管理数据
库，同时提升矿产资源领域审批监管效能。一
是推动全区矿产资源综合管理数据库建设。将
自然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督、林业草
原、应急管理、工业信息化、发展改革等部门涉
矿信息，通过资源整合、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联动更新的全区矿产资
源综合管理数据库。二是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
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梳理矿
产资源行政审批事项，确保全部进入自治区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规范运行，按照“最多跑一
次”要求，动态编修办事指南，全面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

自然资源系统矿产资源领域专项整治圈定九大问题

□本报记者 李永桃

今年以来，我区紧紧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引进来”与

“走出去”并重，双轮驱动、双向发力，吸引更多
先进生产要素走进内蒙古，推动更多“蒙字号”
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我区以推广对外贸易新业态、拓展对外合
作新模式、创新对外投资新机制为着力点，加大
对边境地区和口岸经贸展洽活动的支持力度，
精心布局、周密组织各类展洽活动，着力发展会
展经济，促进经济外向度提升。今年以来，内蒙
古贸促会共举办各类展会论坛18场次，参展企
业3130家、参展面积64500平方米，现场成交
额3.09亿元，签订各类意向性合作协议46项、
协议资金498亿元。

在蒙古国，内蒙古贸促会组织举办了第四
届乌兰巴托· 中国内蒙古商品展览会暨经贸洽
谈推介会；在港澳，内蒙古贸促会举办了首届香
港·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推介会、澳门·内蒙古环
保产业贸易投资推介会等展会。内蒙古贸促会
组织665家企业参展了第16届中国（广西）－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第八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
洽谈会暨中国（西安）进口商品交易会等25场
次展会，满足了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的需求。
在区内，内蒙古贸促会联合相关盟市和部门举
办了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峰会、鄂尔多斯国际
羊绒羊毛大会暨展览会、第二届全国沙产业博
览会暨沙产业创新高峰论坛、呼伦贝尔国际绿
色发展大会暨国际绿色生态与环保产业展览等
15场次主场论坛展会，圆满完成“第三届中蒙博
览会”蒙古国商品展览会组织实施工作，共邀请
蒙古国450余家企业、600余家展商参展，观展

人数达23万人次，现场成交额565万元。
在双向发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

度。内蒙古贸促会申请中国贸促会授权新增鄂
尔多斯市和东乌珠穆沁旗贸促会开展ATA单
证册业务，授权鄂尔多斯市贸促会开展国际商
事证明书，全区一般原产地证签证机构、ATA
单证册签证机构、国际商事证明书签证机构分
别达到11家、8家和4家。着力提升出证认证
业务效率，改进原产地证系统现场注册流程，原
产地证书实现全程电子审签，证书审签效能提
高90%，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截至11月
10日，签发一般原产地证 3.2 万份，同比增长
21%；优惠原产地证389份，同比增长19%，签
证金额达16亿美元，签证国别涉及95个国家和
地区，办理国际商事证明书1747份，同比增长
12%；签发 ATA 单证册 1101 份，同比增长
35%。

让“蒙字号”产品走出去

农村牧区公路农村牧区公路1616..22万公里万公里，，通到你家了吗通到你家了吗？？

本报12月 2日讯 （记者 杨帆）
今年1—10月份，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2%，涨幅比1—9月提高0.1个
百分点。

其 中 ，城 市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上 涨
2.1%，农村牧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5%。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中，除交
通和通信消费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七
类消费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其中，
食品类价格上涨5.9%，畜肉类价格上涨
17.8%，这是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
主要动力。另外，1—10月份，全区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缩小，同比上涨
2.0%，涨幅较1—9月降低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9%，涨
幅与1—9月持平。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2%

本报12月 2日讯 （记者 杨帆）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主要先行经济
指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1—10 月份，全区全社会用电量
3006.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其
中，工业用电量2622.8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0.3%。制造业用电量1986.4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0.7%。同时，1—10月份，
全区完成货运量 21.6 亿吨，同比增长
4.5%；全区实现货物周转量4800.8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3.6%；完成民航客运量
1247.6万人，同比增长9.0%。

全区主要先行经济指标
稳步增长

本报12月 2日讯 （记者 梁亮）近日，
久泰能源（鄂尔多斯）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化
工系开展“万吨级流化合成气一步法制芳烃
（FSTA）与流化氧化脱氢制二烯烃（FODH）
成套技术及相应工业催化剂技术开发”合作，
推动我区煤化工深加工技术再上新台阶。

据悉，煤经甲醇制对二甲苯和异戊二烯是
国家发改委鼓励产业，此次久泰集团与清华大
学合作开发的这两项技术，填补了该领域的开
发空白，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

久泰集团多年致力于煤化工产品的生产
和研发，项目建设和管理经验丰富，清华大学
在合成气一步法制芳烃和异戊二烯领域取得
了很多关键性突破技术，具备工业化中试条
件。此次强强联合，将对我区煤化工产业的结
构调整和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更加深远
的影响。

久泰能源携手清华大学
推动煤化工技术再升级

本报 12 月 2 日讯 （记者 李永
桃）根据内蒙古价格监测中心在全区12
个盟市的13个市（区）县（旗），共计41
个监测点生猪出场价格的监测数据显
示，11月20日我区生猪平均出场价格为
每 50公斤 1538.17元，与 11月 13日价
格相比下降9.23%，与去年同期价格相
比上涨98.77%。

从近期生猪出场价格与全国对
比情况来看，我区生猪出场价格低于
全国 9.03 个百分点。近期我区鸡蛋
平 均 出 场 价 格 为 每 50 公 斤 518.60
元 ，环 比 下 降 7.51% ，同 比 上 涨
18.46%。

近期生猪鸡蛋
出场价格下降

财经眼

自开展工业旅游以来，在伊利新工业园内的机械手设备，吸引了每一位前来参
观的游客，一个机械手可顶60个工人的工作量。截至目前，伊利工业旅游在全国形
成3家AAAA、7家AAA、11家AA旅游景区的布局体系。伊利在全国开放工业旅游
工厂多达34个，累计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2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机械手助你“一臂之力”

深秋时节的伊金霍洛旗农村公路深秋时节的伊金霍洛旗农村公路。。 次宇飞次宇飞 摄摄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连英）记者
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在11月27日赤峰
市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专
家咨询会上，自治区政府为9位专家、教授颁
发了聘书。

据了解，为科学编制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
间规划，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自
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府特聘中
国科学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农业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的9名专家、教授为
我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专家。

我区特聘9位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专家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高慧）据鄂尔
多斯市商务局消息，1—10月份鄂尔多斯市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9.2亿元，同比增长
4.3%。按消费形态分，限额以上企业（个体）
实现零售额134.5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
餐饮收入完成零售额 8.9 亿元，同比增长
0.1%；商品零售完成零售额125.6亿元，同比
增长3.0%。

期间鄂尔多斯市消费品市场运行呈现出
四大特点：一是核心区支撑作用凸显。一批商
业综合体相继启动运营，中心城区消费带动效
应逐渐凸显。二是汽车消费逆市上扬。1—
10月份，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实现零售额
42.4 亿元，增长 6.5%，占限上商品零售额的
31.5%。三是消费升级持续推进。多样化、个
性化的新兴消费蓬勃兴起。四是各旗区增长
不均衡。增幅最高旗区与增幅最低旗区相差
4.7个百分点。

鄂尔多斯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