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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张俊在 责任编辑：李国萍 版式策划：杨慧军 制图：安宁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9经济涮锅 ■邮箱：nmgrbtpgj@163.com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记者 梁亮

新航季如约而至！
为了满足我区旅客出行需求，为民众

提供更多出行便利，内蒙古机场集团根据
夏航季自治区市场特点，于5月3日起，对
航线做出了相应调整。进入夏航季后，内
蒙古机场集团有45家航空公司运营227
条航线，通航城市101个，日均起降将达到
734架次。

呼和浩特机场始终坚持服从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推进广通达、均分
布的枢纽航线网络，逐步打造国内特色区
域航空枢纽。同时，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尽
最大能力为往来自治区的旅客出行提供便
利，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
营商环境和充足动力。

今年夏航季，呼和浩特机场每周运营

航班2796班次，同比增长约4%；运营航线
154条，同比净增2条；通航城市91个，同
比净增8个，其中国际地区城市8个，直飞
城市79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特区除拉
萨、澳门以外全部通航。

呼和浩特机场夏航季新开及恢复通
航城市共17个，实现“朝发夕返”的通航城
市由26个提升至30个，实现早中晚航班
分布的通航城市数量由16个提升至18
个，通达性和便捷性不断提升。

此外，为使区内外航线网络衔接更加
顺畅，呼和浩特机场增加了大量中转机
会。赤峰航线每日运营16—17班，锡林浩
特航线每日运营9—10班，乌兰浩特航线
每日运营6班，乌海航线每日运营3—4班，
二连浩特航线每日运营3班，鄂尔多斯航
线每日运营1班。旅客隔夜经呼和浩特机
场最多可中转90个城市。

呼和浩特机场在国际航班的安排上，

也进行了有序的恢复和调整。俄罗斯依可
亚航空开通俄罗斯莫斯科航线，每周1班；
国航、蒙航开通蒙古乌兰巴托航线，分别为
每周2班和3班；南航新开新加坡航线，每
日1班；越南越捷航空新开越南岘港航线，
每周1班；越南越捷航空和越南国家航空
开通越南芽庄航线，分别为每周2班和1
班；泰国越捷航空开通泰国普吉岛航线，每
周1班。

除呼和浩特机场外，我区其他地区机
场，航班情况也有大幅调整。呼伦贝尔机
场新航季执行航线62条，通达城市50
个，日均起降114架次。新开通了呼伦贝
尔—北京大兴、呼伦贝尔—赤峰—呼和浩
特2条航线。换季后通往呼和浩特的航
班达到每日13班，通往北京方向的航班
达到每日6班，通往青岛、长沙、哈尔滨、
沈阳、济南、天津等重点城市的航班达到
每日2—3班，加密了通往赤峰、郑州、广

州等城市的航班。乌兰浩特机场换季首
日，新增重庆—呼和浩特—乌兰浩特、上
海—石家庄—乌兰浩特、郑州—乌兰浩特
3条航线，乌兰浩特机场通航城市达17
座。赤峰机场新开通2条航线，换季后执
行航线11条，通航城市14个。赤峰—呼
和浩特方向航线达到每日10班以上，依
旧保持“多机型、高频次、低票价”的特
点。乌海机场新增至郑州、重庆航点的2
条航线。换季后，乌海机场共有国航、东
航、海航、中联航等7家航空公司参与运
营，执行航线9条，通航城市9个。

夏航季开始后，内蒙古机场集团继续
以“干支联动”战略为引领，推进“全网通”
全面发展，通过“通用+支线+干线”的运
营方式，不断打通游客航空旅游的“最后
一公里”，助力自治区航空运输通达能力
的提升，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

本报 5 月 18 日讯 （记
者 王连英）记者从人民银行
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获悉，截至今
年一季度，全区完成48个移动支
付示范县建设，升级改造7.6万
个县域小微商户，建成106个县
域示范街区，66%县域公交实现
银行业统一标准移动支付受理。

近年来，人民银行呼和浩
特中心支行积极引导移动支
付向县域及以下地区延伸，广
泛开展“移动支付示范县”建
设，推动银联内蒙古分公司联
合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
商业银行，因地制宜开展县域
移动支付受理市场建设，积极
推广云闪付APP用户、示范街
区建设、小微商户拓展以及县
域智慧公交，农村移动支付结
算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66%县域公交
实现移动支付

本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高慧）近日，内蒙古邮政管理局
印发《邮件快件“三项制度”落
实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自
2020年 5月 1日起，在全区开
展为期3个月的“三项制度”专
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行动在结合日常
检查和专项调查发现问题的基
础上，聚焦解决企业“三项制
度”执行中的31项突出问题，
包括不查验身份证、假实名、替
代实名、不实名、快递员私设无
资质代收代投点等13项实名
收寄突出问题，未执行开箱开
包验视、验视不仔细、遮挡监控
摄像头、未核对交寄物品信息
是否一致等8项收寄验视突出
问题，以及安检员擅离职守、从
事无关事项、集包安检等10条
过机安检突出问题，逐项标明
相应法律责任。

内蒙古邮政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专项行动中，将以
零容忍、严执法的标准，严厉打
击各类违反“三项制度”的违法
违规行为，为全区邮政快递业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赢得
良好开局。

收寄快递
要规范！
我区开展3个月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杨帆）为了决胜脱贫攻坚，今年
我区继续深入推进贫困旗县涉
农涉牧财政资金整合试点工作。

整合试点工作主要要求是：
按照“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要求，加
大资金整合力度，确保脱贫不返
贫；坚持“因需而整、应整尽整”
原则，试点旗县在选择整合资金
支持的扶贫项目时，要优先选择
有助于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的产
业发展项目；已实现稳定脱贫的
试点旗县，可统筹安排整合资
金，用于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脱
贫和符合条件的有贫困人口的
非贫困嘎查村公益性生产生活
设施建设及村庄整洁保洁等必
要的环境整治；各级资金主管部
门分配纳入整合范围的中央涉
农涉牧资金要在规定时限内分
配给试点旗县的资金增幅不得
低于该项资金的平均增幅。

贫困旗县
涉农涉牧资金
整合试点
深入推进

本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王连英）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对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
了细化，建立了台账。

台账提出重点工作、重点任务
27项，细化100余项任务指标。
内容包括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
相关工作；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矿产资源领域突出问
题、违建别墅清查、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续“大
棚房”整治等专项整治行动；落实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
和成效考核反馈意见、耕地保护专
项督察反馈意见、督促历年来土地
例行督察未整改到位等问题整改；
完成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国
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优化营商
环境等职责任务。

台账作战
细化100余项
任务指标

本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王连英）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获悉，我区高度重视第三次国
土调查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为今年年底提交最终成果
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全区 103 个旗县的
DEM基础数据已全部搜集到位，
全区高精度坡度分级图加工制作
全面开展；全区统一时点更新暨
2019年度变更调查工作有序进
行；103个旗县全部完成国家抽
查图斑核实；完成全区103个旗
县的控制界线及控制面积检查；
35个旗县完成流量分析，20个旗
县完成问题图斑整改，其余42个
旗县的成果汇总分析正在开展
中。截至4月21日，国土调查云
平台全区举证工作统计，已完成
外业举证292926个。

第三次国土调查
有了阶段性成果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杨
帆）自治区国资委传出消息：由北
方稀土旗下控股公司稀宝博为自
主研发生产的方舱磁共振设备近
日交付包钢三医院使用。该设备
能够将患者的医学影像实时上传
到云平台，实现远程会诊。

该方舱磁共振设备，由两个
2.5米×6米的集装箱组成，以稀
土永磁磁共振为核心，辅以其它
先进医疗急救设施，除了具有灵
活机动、安装方便、覆盖范围广、
急速筛查诊治等优势外，还能借
助同步配置的稀宝瑞云智能医
学影像云平台，将患者检查的医
学影像实时上传，并通过互联网
传输进行远程会诊，不仅能有效
降低患者就医成本，而且还具有
促进医学诊断的作用。

我区自主研发的
首台方舱
磁共振设备上岗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初夏时节，内蒙古各地有序推动项
目建设。5月8日，伊泰200万吨煤制油
项目全面开工专题会议在大路工业园区
召开。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
明。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将招商引资作
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
的“发动机”，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招
优商、选好资，按下招商引资“快进键”。

在大路园区，“大路效率”值得称
道。园区树立“马上就办”服务理念。建
立企业与园区交流“直通车”。企业家可
以通过微信群等方式与园区领导、部门

随时沟通，24小时接受企业反馈问题，
及时交办相关部门。将企业提出的事情

“第一时间办结、第一时间办好”。
去年，内蒙古骏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900吨纳米碳管及
锂离子电池正负极导电剂 1.8 万吨项
目，成功落户鄂尔多斯大路工业园。该
项目从意向接洽到正式入园仅用时3个
月，这是“大路效率”创造的新纪录。

说起“大路效率”，大路工业园区建
设局局长贾英俊最有发言权：“我们一接
到企业入园申请，园区管委会就第一时
间派‘保姆’上门服务，项目注册、审批所
需一应手续都有人领办、带办。同时两
条腿走路，召开党政联席会议时就根据

项目性质和园区规划为项目预选址。项
目备案企业可直接在网上申报，是真正
的‘不见面备案’，备案成功后就进入项
目立项阶段。项目立项后，首先要解决
最难解决的项目用地问题，为此大路园
区成立了一家国有公司，提前储备好土
地，企业只要一入园就能直接拿地。”

精准施策见证着“大路优势”。园区
建立部门、驻地单位和企业之间“政策直
通车”，确保企业在第一时间知晓政策，
推动各项利好政策在园区落地。目前，
园区工业项目已形成煤制甲醇、煤制油、
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化肥等煤化
工产能460万吨，初步构建起门类齐全
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以此为资源优

势，园区着力引进煤化工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项目，全力培育全产业链的现代
煤化工产业集群，为更多上下游产业的
入园落地提供基础保障，增强产业集聚
优势，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园区竞争力。

“大路机制”“大路作风”更成为推动
园区发展的风火轮。园区推行“项目运
行调度制”“项目包联制”及“首问负责
制”，实行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包联和部门
责任制度。

多措并举下，“大路品牌”效应显现。
2019年大路工业园区共引进工业项目21
个，其中已签订协议项目13个，协议总金额
525.98亿元，有投资意向拟签订协议项目8
个，计划投资额近200亿元。

本报 5 月 18 日讯 （记
者 杨帆）近日，鄂尔多斯市国
投集团圆满完成“15鄂国资”
中期票据和“10鄂国资”企业
债到期兑付本息工作，两只债
券偿还本息共计63亿元。

本次规模63亿元的两只债
券一次性成功兑付，体现了企业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
利益的诚信和应对复杂多变金
融环境的能力，对提升鄂尔多斯
市乃至自治区企业在债券市场
的影响力、信誉度，优化地区融
资环境和维护地区金融生态具
有深远意义，进一步增强了投资
者、金融机构在鄂尔多斯市持续
投资的信心。

鄂尔多斯市国企
完成63亿元
存续期债券
本息兑付

本报5月 18日讯（记者
李永桃）据全区各盟市价格监

测机构数据显示，4月25日至
5月 5日，我区猪肉、牛肉、鸡
肉、鸡蛋、成品粮、蔬菜类价格
下降，羊肉、豆腐价格上涨，食
用油、水产品价格略有升降，牛
奶价格持平。

5月5日，猪带皮后腿肉、
猪肋条肉全区平均零售价格分
别为每 500克 24.19元、24.43
元。环比，分别下降 2.7%、
1.81%；牛肉、去骨羊肉全区平
均零售价格分别为每 500 克
36.87元、38.49元。环比，去骨
羊肉价格上涨0.13%，牛肉价
格下降0.38%；白条鸡、鸡蛋全
区平均零售价格分别为每500
克 11.11元、3.59元。环比，分
别下降1.16%、2.45%。

5月上旬
全区食品价格
涨跌互现

新航季来了，
内蒙古飞起来！

2020·决胜全面小康

45家航空公司
运营227条航线

通航城市101个
日均起降将达到734架次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 5月 18 日讯（记者 阿妮
尔）疫情发生以来，呼和浩特海关针
对辖区外贸企业实际，围绕企业需求
最为迫切、恢复进出口最为关键的问
题推出硬招实招，助力复工复产。

据悉，呼和浩特海关推行业务
“不见面办理”，原则上“一次办理”，
支持企业优先使用互联网办理业务，
依托“企业之家”等微信群做好进出
口企业政策指导服务，“点对点”保障

特殊时期企业顺利通关。采取“关企
直发”模式，通过邮寄、快递方式寄送
原产地证书上门，尽力确保特殊时期
企业领证时效不受影响；推行原产地
证书自助打印、原产地退证核查线上

办理等便利举措，助力外贸企业出
口。今年1至 4月，呼和浩特海关共
签发原产地证书 4080份，同比增长
9.56 %，签证金额5.09亿美元，同比
增长7.73%。

海关关员对设备零部件实施嵌入式查验，实行
“零等待”通关验放。 李强 摄

乌拉特海关对进境煤炭施行跨境运输工具司机全程不下车式监卸。
段宇婷 摄

集宁海关监管中欧班列进境粮食进入辖区指定加工厂。
纪斌 摄

包头海关对辖区出口稀土产品
实施查验。 李强 摄

科技扮靓海关“监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