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呼和浩特市亿元以上重
点项目开复工37项，完成投资6亿
元。其中，新建项目6个，完成投资
0.1亿元；续建项目31个，完成投资
5.9亿元。地铁二号线一期工程完
成投资3.6亿元，久泰乙二醇项目完
成投资0.1亿元，中环五期完成投资
0.99亿元。

为推动重大项目复工复产，呼
和浩特市精准分类、有序推动。考

虑到疫情和气候等方面的影响，当
前重点推动了三类项目加快开复
工。一是重点推动地处相对偏远，
本地用工人员占比高，存在交叉感
染风险小的项目加快开复工。例
如，目前已推动武川县5个风电项目
实现了开复工。二是重点推动进行
内部装修、设备安装的项目单位加
快开复工。例如，投资1.8亿元的燕
麦及马铃薯食品加工项目已封顶，

现主要进行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
三是重点推动管理人员和员工主要
在本地而技术人员在外地的项目加
快开复工。例如，投资9.08亿元的
内蒙古盛键公司日产600吨山羊乳
制品基地加工项目，目前本地管理
人员和员工已到岗，部分在广州、上
海、大连的技术人员拟于下一步陆
续分批次到岗。

对于续建项目和前期手续齐全

的新开工项目，呼和浩特市重点调
度项目预计开复工时间、当前面临
的主要问题和需政府部门协调解决
的问题，推动项目尽快开复工。同
时，对于正在办理前期手续的项目，
呼和浩特市重点调度手续办理进展
情况、在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推动项目单位充分利用好集
中开工月前这段时间，加快手续办
理，实现如期开工、尽早开工。

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用电用气
政策落实方面，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出台的阶段
性降低企业用电、用气成本政策，呼
和浩特市积极落实，降低疫情期间
企业用电和用气成本，实行“欠费不
停供”措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降气价情况。对非居民用天然
气价格提前实行淡季价格，呼和浩
特市按照自治区发改委《关于2020
年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迅速组
织燃气企业制定调价方案，第一时
间将国家自治区政策落实到燃气用
户，最大程度支持用气企业复工复
产。支持政策分两个阶段实行，从2
月22日至4月30日由3.03元/立方
米调整为2.86元/立方米，5月1日至
6月30日调整为2.63元/立方米。据
初步测算，提前一个月执行淡季价
格，为全市9000多户燃气工商业户
节省燃气成本约850多万元。

降电价情况。一是积极落实阶
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呼和
浩特市一般工商业电价、大工业电价
用户（六类高耗能行业用户除外）从2
月1日至6月30日阶段性降低企业用
电价格，计收电费统一按原有到户电
价水平的95%进行电费结算，用电成
本降低5%，目前正在对电费优惠进
行核算工作，对用户2月1日后缴纳
的电费将按照降低标准折抵电费或退
费。此项措施将惠及工商业客户14万
余户；二是积极落实支持性“两部制”电
价政策，对“两部制”电力用户，实施减
免容（需）量电费。主动向大用户宣传
告知，做好用户申请受理、办理减免等
工作。目前已为19户电力用户办理相
关手续，为企业节省基本电费118.13
万余元，预计到6月30日将累计为企
业减收基本电费455.54万元。

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就业政策
落实方面，呼和浩特市认真贯彻落实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
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十

五条措施的通知》,放宽稳岗返还政
策标准，打破常规申报程序，通过网
上办、预约办方式迅速提交申报材
料，部门召开视频会议联审，确认企
业名单，网上公示后，直接将稳岗补
贴拨付企业账户。目前，共受理企
业申请1470户。已发放542户，涉
及职工12.61万人，返还金额5052.5
万元；报财政申请拨付370户，涉及
职工2.41万人，返还资金956.96万
元；准备公示360户，涉及职工1.67
万人，返还金额475万元；正在审核
305户。

大力开展线上招聘活动。一是
通过呼和浩特人才网组织招聘。呼
和浩特人才网已审核通过企业 94
家，提供就业岗位1905个，个人网
上求职人数 108人，达成意向人数
22人。二是积极开展呼和浩特市人
力资源市场招聘活动。呼和浩特市
人力资源市场线上审核通过用人单
位180家，其中，119家单位提供就
业岗位3615个；857名求职者已注
册登录系统，其中 276名求职者成
功投递简历；岗位查看点击量为2.8
万余次。人社部门关注的 17家重
点企业已有 15家注册系统，其中，
11家发布招聘岗位357个，通过各
种渠道已解决短缺用工241人。三
是举办网络视频招聘会。目前共举
办 4场网络招聘会，参会企业 445
家，提供岗位数17289个，线上求职
人数 7706 人，达成意向人数 2029
人，实名登记人数717人。其中，2
月 22日－23日举办“春风送真情，
就业暖民心”网络视频招聘会，参会
企业196家，提供岗位数8812个，线
上求职人数4157人，达成意向人数
196人，实名登记人数186人。3月
1日－2日举办“春风行动促就业，
众志成城战疫情”呼和浩特市总工
会春季网络视频招聘会；3月6日－
7日举办“创建公益云平台，校企联
动促就业”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校园
专场网络视频招聘会；3月13日-14

日举办“搭建公益云平台，校企联动
促就业”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校园专场网络视频招聘会，参会企
业249家，提供岗位数8477个，线上
求职人数 3552 人，达成意向人数
1833人，实名登记人数531人。

将线上职业培训按规定纳入补
贴类培训范围。截至目前，呼和浩
特市四众职业培训学校、呼和浩特
市新华互联网科技职业培训学校等
10 家线上职业培训学校，共培训
434场，培训2398人。不见面办理
业务16.2万笔。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发放情
况。呼和浩特市人社局与财政局联
合下发实施了《关于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重点企业吸纳就业补贴和行政
村（社区）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政
策的通知》，根据呼和浩特市发改委
确定的企业名单，安排专人主动与
企业对接，将政策第一时间推送到
企业，并协助企业做好申报工作。
目前，呼和浩特市发改部门确定的
42家重点企业中有5家企业招聘了
43名符合补贴人员类别的员工，其
中，农民工 15 人，高校毕业生 28
人。旗县区正在对申请材料审核，
近期将依据审核结果予以发放。

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金融业惠
企政策落实方面，驻呼银行业金融
机构加大对呼和浩特市经济运行、
疫情保障、复工复产等信贷支持力
度。驻呼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力畅通
信贷抗“疫”绿色通道，通过加快审
批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放
贷力度等方式保障全市经济稳健运
行。对全市保障供应类企业、疫情
防控类企业、因受疫情影响产生资
金困难的重点企业以及新三板企业
提供信贷支持，助力企业解决资金
难题。9家全国性银行的驻呼机构
根据人民银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中呼和浩特市12
家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人民银行
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的低成本融资

支持。各金融机构还为疫情期间春
耕备耕以及受困小微企业渡过疫情
难关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

驻呼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应对
疫情，保障受困企业资金稳定渡过
难关。根据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国
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
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
知》，各银行机构均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落实此项工作，结合本行实际
妥善解决中小微企业信贷客户因受
疫情影响而面临的还款困境。驻呼
各金融机构主动梳理本行符合条件
的中小微企业信贷客户，积极对接
客户了解受困情况及贷款延期需
求，根据客户提交的申请，给予办理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为受困中小微
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保障企业资金
稳定，平稳渡过难关。

驻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落实
人民银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政
策。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疫情防控专
项再贷款政策，超预期提供流动性
支持稳定金融市场，设立3000亿元
专项再贷款向主要全国性银行和湖
北等重点省份的部分地方法人银行
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银行向重点
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
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
率贷款。政策出台后，全市各部门
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
行贯彻执行，确定重点企业名单。
企业名单提交银监部门逐级上报审
批。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名单企业
情况，以低于贷款利率上限的利率
发放贷款，积极申请中央财政贷款
利率贴息，确保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降至1.6%以下。目前，呼和浩特市
共 34家企业纳入国家发改委全国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融资
总需求85.7亿元。已落实内蒙古蒙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食全食美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企
业专项再贷款需求16.3亿元。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呼和浩特市制定了疫情期间保
障农业（蔬菜）、畜产品供应应急
预案，以及农牧业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指导保障全
市农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和安
全有序复工复产。

据统计，呼和浩特市农牧业
企业共817家，市级以上农牧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366家，目前已
复工复产龙头企业266家，复工
率达到72.68%。全市334家养
殖场始终在生产运行，日均交奶

总量3160吨，全市有69家饲料
生产企业已有 55家复工生产，
剩余 14家为订单生产企业，复
工率80%；全市农资保障类龙头
企业复工率92.3%；全市23家屠
宰厂目前已复工 14家，其中生
猪屠宰厂5家，牛羊屠宰厂8家，
禽类屠宰厂 1 家，复工率达到
70%；全市兽药生产企业12家，
目前已有 9家生产企业复工复
产，复工率75%。

根据自治区动检系统产品
出证情况及市场交易量统计，3

月中旬呼和浩特市猪肉、牛肉、
羊肉、禽肉日均交易量为58吨、
7.1吨、15.5吨和50吨，蛋类日交
易量18吨，供应充足。

为推动农牧业复工复产，呼
和浩特市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
区相关文件精神，督促企业复工
复产。除了认真贯彻国家农业
农村部《关于维护畜牧业正常产
销秩序保障肉蛋奶市场供应的
紧急通知》外，呼和浩特市还积
极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厅、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

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确保
“菜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
正常流通秩序的紧急通知》精
神，积极督促农畜产品公司尽快
复工，为市民提供安全有效的农
畜产品供给保障。呼和浩特市
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每天为市场
供应生猪 400 头，鸡蛋 24 万
枚。正大优鲜、正大生鲜食品直
营中心等实时调运补货，保障农
畜产品平价供应。

积极协助内蒙古食全食美
有限公司参与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保障全市“菜篮子”产品稳定供
应。首先为因疫情封闭小区捐赠
蔬菜、水果等物资。为防止哄抬物
价，对美通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常所
需10种蔬菜价格下降2%，食全食
美所属终端连锁超市日常所需10
种蔬菜价格下降20%。同时出台
优惠政策，减免公司系统商户3个
月房租；集团公司所属小贷公司给
予商户降低20%贷款利率优惠政
策；节日礼盒商品积压严重，给予
每户商户不低于20万元的贷款贴
息补助政策。

疫情防控期间，呼和浩特市
制定了《呼和浩特市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应
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十五条措施》，为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复工复产定标准、找方法、
解难题，制定了“九个必须”“五
个坚持”复工复产标准和“八看
六查三问”自查核查工作法，深
入督导各旗、县、区（开发区）合
理、有序推动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

截至3月23日，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共 253户，目前，除
因季节性停产的建材企业和因

整改、搬迁等其他原因不具备复
工条件的企业外，应正常复工的
246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
复工复产，复工率为97.2％。其
中，全市涉及国计民生的水电气
供应、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企业
均已复工复产；涉及产业链上下
游协同关系的工业企业已实现

“应复尽复”；全市 13户规模以
上乳制品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为推动工业复工复产，呼和
浩特市加强保障，切实抓好防疫
物资生产供应。在呼和浩特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筹指挥下，
呼和浩特市各部门第一时间协

调动员全市医疗防护用品生产
企业迅速启动生产、积极扩大产
能。为欣龙康医疗器械协调对
接代工厂，使用祺泰服饰生产设
备和熟练工人生产民用防护服；
为海玉科技协调对接原料供应，
由三联化工每天保障10吨次氯
酸钠原料，供应企业稳定生产84
消毒液；为泰尔力图协调争取区
外无纺布原料，缓解全区口罩短
缺困境；为呼和浩特市10个工业
园区各争取消毒剂100公斤，为
复工复产企业每日争取5000只
口罩，缓解防护物资紧缺问题。

聚焦要素，加快复工各环节

协同推进。根据《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呼和
浩特市分批分期组织复工复产，
强化企业疫情管控举措。主动
对接企业员工返岗需求，帮助企
业实现员工食宿相对封闭隔离，
满足复工复产需求；为企业协调
办理各类通行证明1200余张，满
足企业运输物流需求；开展产融
精准对接服务，推荐35户企业申
报自治区重点物资保障企业融资
需求，已为蒙牛、中粮面业等5户
企业落实融资15.3亿元；为19户
企业办理到期还款续贷、展期业
务，合计额度1.07亿元；为4户经

营困难企业落实失业保险金返还
1500余万元。为复工复产企业
争取口罩12万余只，保障企业正
常生产和员工健康。

精准施策，为复工复产企业
纾困解难。为此，呼和浩特市制
定《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十五条措施》，落实国家、自
治区重点物资保障企业融资需
求、项目补贴等各类政策，向自
治区工信厅推荐上报企业融资
需求，并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
分行等金融机构对接合作，为复
工复产企业争取政策性低息融
资，帮助企业渡过困难。

商场百货业方面，呼和浩特
市经营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的
21家大型商场已全部恢复营业，
经营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下的综
合商场有14家已恢复营业。

农贸超市便利业方面，美
通、东瓦窑、万惠、双树、保全庄5
家大型农批市场全部恢复营业；
65家 600平方米以上的便民农
贸菜市场中有 58家正常营业，
营业率89.2%；60家综合超市因
保供需要，春节以来全部正常营
业；863家超市便利企业门店有
855 家 正 常 营 业 ，营 业 率
99.07%。

餐 饮 家 政 业 方 面 ，全 市
17454家餐饮服务业，恢复营业
10063家，复工率57.7%；全市家
政服务企业 450 家，恢复营业
131家，复工率29.1%；全市231
家加油站全部正常营业。

酒店住宿业方面，呼和浩特

市24家星级酒店，正常营业13
家；100间客房以上酒店（不含
星级酒店）共110家，开工86家，
未开工24家，开工率78.2%。

商贸物流业方面，物流业全
面复工复产。其中，百世快递近
期每日吞吐量17.7万件，正常每
日吞吐量为 29万件，产能比为
61.03%。近期上班人数为 110
人，正常上班人数为 140人，用
工比为78.57%。中通快递近期
每日吞吐量9.2万件，正常每日
吞吐量为 29 万件，产能比为
31.72%。近期上班人数为 90
人，正常上班人数为 200人，用
工比为45%。申通快递近期每
日吞吐量 15万件，正常每日吞
吐 量 为 20 万 件 ，产 能 比 为
75%。近期上班人数为130人，
正常上班人数为150人，用工比
为86.67%。韵达快递近期每日
吞吐量 16万件，正常每日吞吐

量 为 22 万 件 ，产 能 比 为
72.73%。近期上班人数为 185
人，正常上班人数为 218人，用
工比为84.86%。宅急送近期每
日吞吐量0.8万件，正常每日吞
吐 量 为 1.2 万 件 ，产 能 比 为
66.67%。近期上班人数为 48
人，正常上班人数为55人，用工
比为87.27%。

文化旅游业方面，目前，全
市公共文化场所共 1371个，开
放营业 1017 个；旅游景区 41
处，开放营业13处。

为推动服务业复工复产，呼
和浩特市强化政策支持，提振企
业信心，及时审视疫情防控形势，
出台《商贸流通领域企业复工疫
情防控工作预案》《疫情防控期间
餐饮服务业复工复产指导意见》
《呼和浩特市A级旅游景区恢复
开放工作指南》等支持服务业企
业复工复产营业的政策措施，成

立专班予以积极推进，促进服务
业企业安全有序复工。

强化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小
微企业实际困难。呼和浩特市
深入 100 多家企业开展调研指
导，密切跟踪企业在复工营业
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并针对百
货零售、住宿餐饮、粮油食品等
行业研究政策措施，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加强对大型商场的
跟踪服务，引导商场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出台减免租金、物
业费等政策。

开展“电商进社区”，引导企
业创新经营。为此，呼和浩特市
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线上交易、
线下配送”的非接触经营优势，
开展了“电商保供惠民”活动，取
得显著效果。电商订单总量超
过 28 万 单 ，累 计 交 易 额 达
2549.7 万元。为解决疫情期间
复工企业及特殊群体就餐问题，

引导本土电商企业推出“网上厨
房”订餐配送服务，首批入驻餐
饮企业有100余家，商品800多
种，助力全市企业复工复产。

协调多方媒体，加大宣传力
度。呼和浩特市文旅广电局根
据各自场馆开放的实际情况，积
极协调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
媒体，就各场馆采取分类施策、
预约到馆、消杀到位、避免聚集
等多种方式逐步有序、分类开放
以及具体开放的时间、要求等进
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报道。

暂退旅行社部分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助力企业走出困
境。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制定下发《关于暂退旅行社部分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通知》，启
动了暂退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工作。目前，呼和浩特市已
退还旅行社228家，暂退旅游服
务质量保证金4284万元。

农牧业全面复苏

工业企业有序重启

服务业恢复活力

重大项目提速推进

多部门雪中送炭全力支持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洋

（本版图片由呼和浩特市发改委提供）

呼和浩特市：迎难而上 “硬核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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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十三五””规划的收规划的收
官之年官之年。。呼和浩特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呼和浩特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迎难而上，，把把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细抓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细抓落实，，在全力防控疫情在全力防控疫情
的同时的同时，，有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有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建设等各重大项目建设等各
项工作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恢复正常秩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内蒙古久泰集团复工复产内蒙古久泰集团复工复产。。

产能转换企业复工忙产能转换企业复工忙。。 库室消毒库室消毒。。

各大超市全面复工各大超市全面复工。。

到货备品备件定时喷雾消毒到货备品备件定时喷雾消毒。。

养殖场内严密防控养殖场内严密防控。。 仓储人员对货物进行防护工作仓储人员对货物进行防护工作。。 内蒙古宇航人集团复工生产内蒙古宇航人集团复工生产。。 内蒙古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内蒙古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复工复产。。

托克托县工业园区托克托县工业园区500500千伏输变电站项目复工建设千伏输变电站项目复工建设。。

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复工复产。。

房地产项目复工房地产项目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