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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7月 6日讯 （记者 李永
桃）为全面提升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业
绿色发展，近日，自治区住建厅、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加快推进我区城市禁止现场搅拌砂
浆工作的指导意见》。

据自治区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指导意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
环经济促进法》《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
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内蒙古
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内蒙古自
治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办法》的相
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出台的。

意见要求，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
府所在地、旗县政府所在地和各工业
园区所在地，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分阶
段实施以预拌砂浆替代现场搅拌砂
浆：从2020年12月31日起，各盟市政
府所在地及工业园区（阿拉善盟除外）
禁止在施工现场搅拌砂浆；从2021年
6月30日起 ，阿拉善盟公署所在地、
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中心城区及工
业园区禁止在施工现场搅拌砂浆；从
2021年12月31日起，旗、县（市）所在
地城关镇及工业园区禁止在施工现场

搅拌砂浆。为促进该项工作的实施，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禁止
现场搅拌砂浆工作作为日常监督检查
内容，对未按规定使用预拌砂浆、施工
场地扬尘不达标的依照国家和自治区
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进行曝
光。鼓励支持使用预拌砂浆的建筑项
目，将预拌砂浆使用情况纳入绿色建
筑评价，并作为工程项目评先创优的
鼓励条件。各行政主管部门将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做好预拌砂浆产业和大宗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相关工作，促
进全区循环经济发展。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将预拌砂浆列入
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产业目录和产品
目录，对取得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
证的预拌砂浆产品给予政策支持。同
时，鼓励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创新发展，
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
水平。推进预拌砂浆企业申请绿色建
材产品认证，将产品信息纳入全国绿
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推动绿色建
筑、保障性住房、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
建筑、10万平方米以上住宅小区应用
取得绿色建材和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
证的预拌砂浆并纳入工程造价等。

中欧班列开启中欧班列开启
逆势上扬加速度逆势上扬加速度

2020·决胜全面小康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 高慧）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安厅、
邮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优化城市配送车辆便利通行管理工作
的通知》，该文件进一步要求加强和优化
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理工作，重点推进
城市绿色配送，助力运输结构调整，构建
自治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
城市配送共管共治共享格局。

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支持城市
绿色配送，一是优化城市配送车辆（包括
邮政配送车辆）通行管理，重点对取得城
市配送车辆通行证的新能源车辆和达到
国六标准清洁能源配送车辆运输生活必
需品、鲜活农产品、冷藏保鲜产品、邮政
寄递等涉及民生物资的取消通行限制，
在城市公共停车场、货物装卸等停车场
地免收停车费。二是要积极争取地方政
府出台支持在城市建成区新增、更新配
送车辆时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和达到国
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车辆作为城市配送
车辆的优惠政策。三是要求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要联合当地发改、规划建设、邮政
管理部门支持完善城市配送基础设施建
设，鼓励在物流园区、邮政快递分拨转运
中心、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充电设施，保障
新能源车城市轻型配送车辆顺畅运行。

我区在推进城市
绿色配送上举措精准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 王连英）
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呼和浩
特市自然资源局加快推进“多规合一”业
务协同平台建设，目前，该平台主体搭建
已完成，正在丰富和完善各类数据，为社
会各部门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一张蓝图建设方面，已纳入
45类现状、112类规划数据，包含基础地
理、土地变更调查、空间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红线、基本农田等相关数据；其次平
台建设已对接了国家、自治区和市三级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此外已初步对
接发改等项目统筹部门，收集了99个前
期规划项目，纳入平台项目储备库。拟
定了配套机制文件，以保障平台运行。

首府“多规合一”
业务平台主体搭建完成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 王连英）
记者从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获
悉，今年上半年，满洲里口岸跨境人民币
收支12.29亿元，同比增长21.92%，实现
逆势增长。

据了解，因春节假期和疫情影响，满
洲里口岸一季度跨境人民币收支结算对
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人民银行呼伦贝
尔市中心支行为企业提供多渠道“线上
签约、上传资料、线上汇款”等全方位的
金融服务，稳步促进口岸地区跨境人民
币收支结算恢复增长。二季度，随着企
业复工复产的推进，满洲里口岸跨境人
民币收支结算额6.58亿元，占上半年跨
境人民币收支结算总额的53.54%，环比
增长15.24%，实现该口岸跨境人民币收
支结算逆势增长。

满洲里口岸跨境人民币
收支实现逆势增长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 毛锴彦）
“我志愿成为一名综合防灾减灾志愿
者，我承诺，尽我所能，不计报酬，帮助
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者精神，参
与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抢险
保障工作……”6月30日下午，在锡林
郭勒盟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奈曼山社区，
志愿者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
让人动容。为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宣传防灾减灾应急自救知识，奈曼山
社区成立了防灾减灾志愿者服务队。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防灾减灾志愿
者服务队年龄最大54岁，最小25岁，除
了有奈曼山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老党
员、民警、居民志愿者。他们将以入户宣
讲、发放传单、上门排查、应急演练等形
式，向社区居民宣传防灾减灾应急自救
知识。30岁的焦晓丽是志愿者服务队
为数不多的女队员之一，她表示，开展防
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旨在增强居民的
防灾减灾意识，一旦发生地震、洪水等自
然灾害以及公共安全事件，居民能够第
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下一步，我们还
将持续深入目前正在创建的‘自治区级
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正镶白旗第一
小学和第二小学，开展地震应急演练、火
灾应急演练等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掌握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焦晓丽说。

锡盟奈曼山社区有了
防灾减灾志愿者服务队

本报7月 6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1—5月，全区民间投资降
幅小于全部投资11.0个百分点；民
间 投 资 占 全 部 投 资 的 比 重 为
59.2%，比上年同期提高7.2个百分
点。

与此同时，1—5月，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降幅较1—4
月收窄 5.9个百分点。其中，基础
设施投资降幅较1—4月收窄7.6个
百分点。新动能和重点领域投资
逐步向好——工业技改投资同比
增长9.5%，高技术产业投资、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降幅进一步收窄。
从工业三大行业看，采矿业、制造
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与供应业投资均有所回升，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投
资同比增长24.8%，增幅较1—4月
提高 9.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
增长3.0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占全区
总投资的59.2%

本报 7月 6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1—5月，全区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3.0%，低于同期全国平
均水平1.1个百分点，也较1—4月
回落0.4个百分点。

其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8%，农村牧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8%。八大类消费价格除交通和
通信类消费价格外，均呈现上涨态
势。其中，医疗保健用品消费价格
上涨3.8%，食品烟酒消费价格上涨
8.5%，畜肉类和鲜菜类商品消费价
格上涨48.3%、6.4%。

另外，今年1—5月，全区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1%，较
1—4月降低 0.7 个百分点。34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3个行业同比
上涨，上涨面38.2%。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2%，较 1—4
月降低0.5个百分点。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4.5%。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3.0%

本报 7月 6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阿拉善盟商务局获悉，策
克口岸从3月 28日实施运煤试运
行通关后，截至6月 18日，累计进
口煤炭179.76万吨，通关效率显著
提升，口岸疫情防控保持“零输入、
零传播、零感染”。

目前开展进口煤炭业务的企业
有52家，运行车辆由最初的200辆
增至668辆，通关车辆已由试运行
当天的35辆增加到目前的551辆，
平均每天进口煤炭 2.68万吨。策
克口岸运煤通关后，坚持边试行、边
完善、边推进。口岸开辟专门报关
手续受理窗口，并在出入境卡口前
端配备红外线热成像体温检测设
备、搭建临时隔离场所、安装在线监
控等设备，实时监督运煤车辆在境
内的行驶线路，确保运煤车辆快验
快放，当日返回。同时加大与海关、
边检、企业的沟通协调，简化通关流
程，优化配置运输车辆，保障口岸高
效运行，外贸经济回稳向好。

策克口岸累计进口
煤炭179.76万吨

本报7月 6日讯 （记者 杨
帆）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日
前，乌达北（金湖）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送电成功，进入试运行阶段，这
标志着内蒙古电网第32座 500千
伏变电站投运，500千伏主网“大家
族”再添“新丁”。

该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横跨阿拉善、
乌海、鄂尔多斯三个盟市，沿线自然
环境恶劣，工程区段60％分布在沙
漠，20％分布在山区，几乎囊括了
内蒙古中西部线路工程遇到的各种
特种作业问题。承建与维护单位首
次采用承包责任制的方法，责任到
户、设备到人，开展工程验收准备和
启动送电等一系列工作，实现了工
程零缺陷投运。该项工程的投入运
行，消除了内蒙古电网多项风险点，
解决了吉兰太变电站短路电流超标
问题，改变了原有的单电源点供电
模式，形成了环状供电网络，为乌海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

内蒙古电网
第32座500千伏
变电站投运

□本报记者 蔡冬梅

一个多月前，一趟满载着大型地铁地下施
工专用设备的中欧班列专列从内蒙古满洲里口
岸出境。该趟专列由南昌始发，目的地为俄罗
斯莫斯科，这也是全国开行的首趟地铁施工设
备专列。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新冠肺
炎疫情带火中欧班列”的文章称，中国近年来重
新激活了经由中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铁路货
运，中欧班列经历了史上最繁忙的几个月。

据来自中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仅在5
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033 列，同比增长
43%，单月首破1000列，发送货物9.3万标箱，
同比增长48%，单月开行列数和发送量均创历
史新高。

随着国内全面复工复产步伐的加速，中欧
班列的发运量逐渐增加，内蒙古满洲里口岸作
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转运节点，进出境班列数
量稳步上升，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满洲里口岸跨境班列共开行1336列，同比增长
32.14%，115124标箱，同比增长34.76%，总货
值 约 合 人 民 币 164.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48% 。为保障中欧班列稳定运行，支持国
内企业复工复产，满洲里海关通过落实海关总
署支持中欧班列发展各项措施，有效提升口岸
作业效率，进一步压缩中欧班列口岸停留时间，
各项措施叠加为企业大大节省了物流成本。

二连浩特是我国中欧班列中线通道的出入
境口岸，承担着华北、华中等地区开行中欧班列
的出入境通关、换装和检疫等工作。来自二连
海关的统计也令人欣慰：截至7月2日，今年上
半年，经二连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数量为990
列，同比增长38%，标箱数同比增长56.3%，货
运量同比增长65.6%。疫情发生以来，二连海
关统筹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动态加码便捷举
措，确保了中欧班列的安全运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运、航运线路大面
积停滞，中欧班列却逆势“走红”。疫情当下，国
际物流受阻，海运、空运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中欧班列却凭借独特优势，驶出一条逆势上扬
的轨迹，承载起一年的希望。

为什么中欧班列在新冠疫情期间更受市场
欢迎？

在采访中呼铁外经集团中欧班列项目负责
人、中蒙俄经济走廊三乌通道（乌兰察布～乌兰
巴托～乌兰乌德）可行性项目小组成员刘洁博
士时，她告诉记者，与海运、空运相比，中欧班列
主要有三方面优势：一是班列流程方面，中欧班
列运输由境内外承运商分段进行，不涉及人员
检疫，这是它在疫情期间继续开行的客观基础；

二是政府政策方面，疫情期间，国家层面高度重
视国际货运和物流供应链稳定工作，成立国际
物流工作专班全面协调解决国际物流中存在问
题，海关总署等中央政府部门以及不少地方政
府都围绕中欧班列疫情期间的运行出台了鼓励
政策、保障政策，这是中欧班列能够逆势上扬的
政策依托；三是行业组织方面，铁路方面以及线
路运营平台各公司在相关政策支持下积极主动
与市场对接，寻找和扩大货源，承接因停航、停
飞而延迟的部分货物，这是中欧班列疫情期间
具有抢眼表现的现实支撑。

日前，乌兰察布中欧班列七苏木站热闹非
凡，装载44个集装箱的汽车配件专列风驰电掣
般开往俄罗斯斯博尔纳亚梅站，从俄罗斯回程
的装有42个集装箱的亚麻籽专列则缓缓抵达。

乌兰察布是我国中欧班列17个城市中唯
一地级节点城市，也是被国家确定为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自开行首列中欧班列以
来，到目前乌兰察布市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
274列，占我区开行列数近8成。负责运营乌兰
察布中欧班列平台的内蒙古亚欧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生元说：“此次首列亚麻籽抵达，
标志着乌兰察布通道经济与产业经济的融合。”
据了解，目前与乌兰察布中欧班列平台运营公
司洽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企业越多，包括中
国外运、中远海运等国企在内共有8家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

“服务于国家战略，保畅通；提升我区泛口
岸经济水平，促落地，这是公司的两大发展任
务。”内蒙古对外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欧班
列负责人马晨雨介绍说，公司自成立以来，我区
中欧班列已由最初的全年33列，提升至2019
年的260列，累计开行中欧班列686列，同比增
长20.4%。截至4月30日，今年我区共发运中
欧班列125列，同比增长37.5%，乌兰察布、通
辽、满洲里成为我区中欧班列稳定开行的三个
重要支点。

在采访中马晨雨谈到，中欧班列本身就是
一个处在增长期的国际通道。中欧班列在疫情
期间不停运对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具有积
极意义，它将中国与沿线国家因海运、空运受疫
情影响不能运输的部分产品安全运达，维持了
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连接，其价值被重新认定，
在国际通道方面的地位也正在提升。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走实走深，边疆口岸从国家开放的
腹地，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如果以目前
我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为基础，通过
制度型开放，整合口岸、外贸类资源，形成拳头，
以中欧班列满洲里、二连浩特集结中心建设为
抓手，推动保畅通，促落地，破解“穿肠过”，将
会在国家层面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大
有作为。

驶入国门的中欧班列驶入国门的中欧班列。。 韩宗江韩宗江 摄摄

烈日下，二连海关一线执法关员记录并核对班列
信息。 李璟雨 摄

满洲里海关所属车站海关查验关员在中欧班列
集装箱查验场地查验。 雷建军 摄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武汉首开乌克兰基辅国际友诚班列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武汉首开乌克兰基辅国际友诚班列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 李璟雨李璟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