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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本报记者 康丽娜

10年前，还在北京读大学的郭晨
慧肯定没想到，10年后，销售家乡土
豆，会成为她的事业。

郭晨慧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市
察右后旗人。察右后旗境内分布着20
余座火山，土壤耕作层覆盖下的火山岩
层富含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同时草
原上丰富的牛羊粪肥资源为土豆生长
提供了充足的原生态养分。因此，察右
后旗土豆又享有“火山养生绿色食品”
的美誉。

郭晨慧怀孕期间，父母从家乡带着
土豆来北京看她。家乡的土豆口感沙
软，但销路不太好。也就在此时，她萌
生了一个想法：何不把家乡土豆带到首
都人民的餐桌上？这样不仅能拓宽土
豆销路，也能让都市人吃到健康放心的
绿色食品。

于是，她试着在微信朋友圈推荐家

乡土豆，没想到大受欢迎。“我的同事朋
友们都没见过红色的土豆，觉得很新奇，
都来跟我订货。”就是这一次微信推广的
经历，让她坚定了线上销售的信心。

“当时网上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
有卖土豆的，我就想干脆开个淘宝店把
土豆卖向全国。”

回家乡考察了一段时间后，郭晨慧
毅然决定离开已经生活了 14年的北
京，返乡创业。开网店、开实体店、开公
司，3年时间，郭晨慧实现了从北京白
领丽人到返乡创业青年的华丽转身。
她采取“实体+电商”的经营模式，致力
于将内蒙古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
市场。

对郭晨慧而言，返乡创业最难的是
改变乡亲们传统的营销理念。“乡亲们
习惯了用麻袋批发销售土豆，对于我要
做成高端礼盒销售的做法很不理解。
多次沟通无果，最终我只能从乡亲们那
收购土豆，自己再进行分拣包装。”

学设计出身的郭晨慧做起品牌设

计得心应手，她亲自操刀设计产品包
装，精心挑选每一颗土豆。一颗颗大小
匀称、圆润光滑的土豆先用白色包装纸
包好，再用黄色防震保护套套好放入礼
盒。经过郭晨慧的包装设计，一斤土豆
卖出了9块钱的高价，她认为好产品就
应该卖出好价钱。当地村民无不对这
个从大城市回来的小姑娘交口称赞，

“土豆公主”的称呼也就传开了。
郭晨慧销售的红土豆叫“后旗红”，

是她父亲取的名字。郭晨慧的父母是
当地有名的土豆种植户，现有2000亩
种植基地，还经营着一家马铃薯销售公
司，先后注册了“后旗红”“乌兰土宝”

“草原下坡地”等商标，将当地土豆远销
全国各地并出口俄罗斯、蒙古及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年销量1.5亿斤，销售额
达亿元。

“我们家的土豆全是从火山灰里长
出来的，再加上使用的都是农家肥，无
论品质还是外观都是一流的。”郭晨慧
对自家的产品很有信心。据她介绍，

“后旗红”马铃薯在2013年被认证为A
级绿色产品，2015年在第16届中国绿
色食品博览会上获得金奖，2016年，获
得5A级国际品牌认证。

郭晨慧的店铺不仅销售马铃薯，还
售卖胡麻油、莜面、牛肉干等其他当地
特色农产品。她的公司每年与当地10
余个集体经济签订协议，直接带动200
户贫困户增收，间接带动600户贫困户
参与集体经济分红。2019年公司线上
交易额达到800万元，线下达到1500
万元。

郭晨慧在最近的一条朋友圈里写
道：“这是半年来唯一的陪伴……我坐
在他旁边工作，他坐在我旁边读书。”配
图是正在认真看书的5岁儿子。

“当时回家乡创业一部分原因是为
了多陪伴孩子，没想到现在还是这么
忙。”郭晨慧笑言。但于她而言，现在的

“忙”更加充实。“家乡的好东西太多了，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里的名优
特产推广到全国各地。”

郭晨慧：首都白领返乡变身“土豆公主”

□本报记者 王连英

“儿子，上网买袋马苏里拉奶酪，明
天妈妈给你做披萨吃。”9月8日，呼和
浩特市市民王丽对儿子说。不得不说，
2020年春节突出其来的新冠疫情对王
丽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前不
习惯网上购物的她，现在几乎所有的日
用品都是网购。

王丽消费方式的转变，直观地反映
了今年以来人们线上消费热情空前的
高涨。来自内蒙古邮政管理局统计数
据显示，2020年 1—7月份，全区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9266.8 万
件，同比增长 26.89%；业务收入完成
21.45亿元，同比增长23.71%。而且同
城业务也快速发展，1—7月份全区同
城业务量累计完成1654.11万件，同比
增长19.16%，实现快递业务收入2.05
亿元，同比增长26.47%。

高涨的线上消费背后，是线上销售
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据内蒙古邮政
管理局统计，1—7月份，网购产品中业
务类型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生鲜、果蔬
等日常用品的网购占比扩大，巴盟蜜
瓜、敖汉小米、兴安盟大米等产品通过
电商自营平台、网购销售等方式畅销全

国。巴彦淖尔市商务部门统计，1—7
月份，全市电子商务企业数1303家，实
现电子商务交易额41.62亿元，同比上
涨18.5％，其中农畜产品电子商务交
易额38.27亿元，占电子商务总交易额
的91.94％。

线上销售的火爆，也让直播带货这
个新鲜事物横空而出。

“一场两个半小时的直播，累计观
看人数达1073.9万，获赞1.19亿，央企
消费扶贫电商平台、快手等平台联动售
出订单 3.5 万多单，销售金额 696 万
元！”8月15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百
县百品央字号”扶贫带货直播的成绩单
令人振奋，武川县的牛羊肉、药材、马铃
薯、燕麦、菌菇等特色产品和优势产业
通过直播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这还不是今年武川县的第一次直
播带货。

4月份，武川县首届农特产品联盟
直播会上线，武川县领导及企业、合作
社代表与网红一起成为带货主播。武
川土豆、食用菌、草原乌骨羊、藜麦、葵
花籽、山林虫草鸡及草鸡蛋等武川优质
农产品，在“电商+消费扶贫”的模式
下，实现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目标。

今年以来，自治区把支持线上线下
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

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打破传统
惯性思维，从自治区本级到各盟市旗
县，政府部门主导或参与直播带货风起
云涌。

——3月22日晚间，来自世界小米
之乡的敖汉旗旗长于宝君走进拼多多
直播间。半个多小时的直播，累计观看
人数超过70万人，6吨小米销售一空。

——3月26日，为解决受疫情影响
的农畜产品销售难问题，乌兰察布市联
合“字节跳动”旗下今日头条、西瓜视
频、抖音等网络直播平台，举办特色农
产品直播助农专场销售。该市副市长
王心宇变身“主播”，为乌兰察布特产代
言。商都县红皮马铃薯，察右中旗燕
麦、胡萝卜，四子王旗瓜子成为此次直
播“网红”产品，截至当日18时，直播销
售土豆23.6万斤，销售额达90万元。

——6月18日，由自治区商务厅主
办，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木兰网红电商
示范基地承办的“夜青城·网红电商消
费季”“京东6·18·爱上内蒙古”“享草
原美食·品内蒙古味道”暨消费扶贫助
农电商直播带货季等系列主题直播带
货活动，分别选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
5个盟市的地理标志性产品，通过利用
秒杀、满减、赠送等活动，为参与企业带

来丰厚的收益。
在各级政府大力引导直播带货的

同时，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甚至当地农牧
民也都爱上了直播。

近日，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
木巴彦塔拉嘎查76岁的米满库为家乡
的蘑菇、木耳这些土特产直播供货的视
频火了。米满库说，他要通过网络把家
乡的特产、家乡的美景、家乡的民俗风
情展示给全国各地的网友。

热热闹闹的直播带货，确实成为推
动线上销售迅速发展的大功臣——

上半年，全区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3%，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
现的餐费收入增长48.6%。全区开展
线上销售的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企业
零售额合计同比增长4.6%，增幅明显
高于未开启线上业务的企业。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已成为企业发
展壮大的趋势，下一步，我公司将进一
步加大电商渠道的投入，积极开发适销
对路的产品，培育网红产品，打造网红
品牌，不断做强做大电商业务。”锡林郭
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勇说。和他的想法一样，当前，许多企
业已深深地意识到，嫁接数字经济，推
动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已势在必行。

2020·决胜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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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销售云销售””开启开启““云生活云生活””
经济新业态时代来了经济新业态时代来了

本报9月 21日讯 （记者 康
丽娜）8月份，内蒙古电力集团售电
量完成205.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7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蒙西
地区8月份售电量完成179.52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9.09%。

8月份，第一产业、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方面，农业生产电量同比增
加0.11亿千瓦时，居民生活电量同
比增加 0.63亿千瓦时。第二产业
方面，硅材料、碳素、煤化工等地区
优势特色产业在电力阶段性降价的
政策保障下稳定生产，电量同比增
加2.80亿千瓦时。第三产业方面，
服务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行业用
电大幅提升，同比增加0.60亿千瓦
时。

截至8月，内蒙古电力集团今
年累计完成售电量1514.58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7.24%；其中，蒙西地
区 1336.0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0%。

8月份售电量
同比增长7.79%
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 9 月 21 日讯 （记者
王连英）近年来，人民银行呼和浩
特中心支行大力指导银行业金融
机构和支付机构不断优化助农服
务点的基础配套设施，农牧区居
民获得更加便捷的支付服务。

据统计，截至2020年二季度
末，全区拥有助农取款服务点
18076个，农牧区平均每千人拥
有1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全区金
融服务使用情况、可得性及质量
均得到显著提高。全区88.23%
的成年人拥有活跃账户，同比增
加0.51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地区
拥有活跃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达到
了81.26%，同比增加7.04个百分
点；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
2.85个、拥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
金融机构数 0.24个、拥有ATM
机数8.04台。

农牧区
平均每千人
拥有1个助农取款服务点

本报9月 21日讯 （记者 阿
妮尔）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年前8
个月，满洲里口岸对俄罗斯进口
136.2亿元，增长3.1%，主要进口商
品为金属矿及矿砂、木材、肥料等。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
进经济平稳运行，更好服务外贸企
业，支持有条件的进出口企业及时
复工复产，满洲里海关对关区进出
口业务量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开展调研，及时制定应对措施，持续
优化口岸通关环境，不断压缩通关
时间和成本，为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和稳定运营创造了条件。

据有关企业负责人介绍，满洲
里海关采取的进口矿产品等大宗资
源性商品“先验放、后检测”，临时延
长汇总征税缴款期限以及减免滞报
金、滞纳金等优惠措施成效显著，有
效降低了疫情对外贸易发展的影
响。

满洲里口岸
对俄贸易进口
增长3.1%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康
丽娜）日前，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呼和浩特市2020年餐饮服务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启动以

“厉行节约、以‘质’取胜”为主题的
首府文明餐饮市场打造提升行动。

按照提升行动方案，首府将实
现餐饮服务质量安全系列数字化目
标，即：餐饮单位“明厨亮灶”率达到
98%；餐饮单位60%入驻内蒙古风
控平台，实现餐饮业风险防控管理；
入网餐饮单位持证率（食品经营许
可 证）100% ，许 可 信 息 公 示 率
100%，餐食 100%实现“食安签
封”；全市餐饮店推行“四化”管理达
98%；校外供餐单位 100%建立电
子追溯体系。目前，首府已有7002
户餐饮服务单位入驻内蒙古风控平
台，开展食品安全监管风险防控自
查，履行主体责任，着力建设文明健
康的餐饮服务环境。

首府7002户
餐饮单位
入驻内蒙古风控平台

本报 9 月 21 日讯 （记者
王连英）近日，我区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这一
《条例》将为加强全区测绘管理，
规范测绘行为，维护测绘地理信
息市场秩序，促进测绘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服务经济建设、国防
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法律保障。

《条例》是在2005年颁布实
施的《测绘管理条例》基础上修
正。修改后的《条例》更加完善：
一是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下全区测
绘地理信息的现实需求。二是对
资质管理进行了简化。取消了招
投标限额，增加了信用管理和执
业资格管理条款，下放了测绘作
业证审批权限。三是细化有关法
律责任。为了加强测绘地理信息
安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结合
自治区经济发展实际，修改和增
加了部分法律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
管理条例》颁布实施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李
永桃 实习生 骆萧萧）据各盟市
上报的煤炭价格监测数据显示，9
月上旬，全区动力煤坑口价格、电
煤购进价格均小幅上涨。

9月 5日，全区主产地动力煤
平均坑口结算价格为 235.87 元/
吨，环比略涨 0.41%，全区动力煤
平 均 坑 口 结 算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9.4%。其中，东部地区褐煤平均坑
口结算价格环比略涨0.97%，褐煤
平均坑口价格上涨 15.13%；鄂尔
多斯动力煤平均坑口结算价格环
比持平，动力煤平均坑口价格上涨
5.77%。

全区电煤平均购进价格为
211.06元/吨，环比上涨1.1%，折算
为标准煤（7000大卡）后平均值为
422.86元/吨，环比上涨1.56%。

9月上旬
我区动力煤价格
环比上涨0.41%

本报 9 月 21 日讯 （记者
王连英）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获悉，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
镇一带煤炭勘探取得较好成果。

据了解，2019 年 5月，内蒙
古地矿集团所属内蒙古第八地
勘公司对勘查区开展勘探工
作。经过项目人员特别是野外
一线人员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勘
探项目取得重大找矿进展，已详
细查明勘查区内主要可采煤层
有 3 层，可采煤层平均总厚度
11.60 米，初步估算煤炭总资源
量约2.7亿吨。

乌海市巴音陶亥镇一带
勘探出煤炭资源

本报 9 月 21 日讯 （记者
高慧）近日，2020 额济纳·中蒙
国际商品展洽会新闻发布会在
呼和浩特市举行。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本次展洽会将于9月27
日至10月10日在额济纳旗居延
文化城举办，会期两周。

据介绍，本次展洽会共设置
室内展区 7000 平方米，室外展
区 1万平方米，精品主题展厅 2
个，展位 400 余个，展品有民族
服饰、特色食品、生活用品、文创
产品、工艺品、观赏石、宝玉石、
土特产等 8 大类上万种商品。
展洽会主要活动内容包括：阿拉
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论坛、名优
商品展销国际商品特邀展、宝玉
石观赏石展、居延文创产品和旅
游商品展、大型文化体验徒步活
动等。

2020额济纳·中蒙国际
商品展洽会
9月27日启幕

日前，记者走进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家塔露天煤矿，站上观景
台，极目远眺，满眼葱翠，昔日的矿坑被填平覆土后，已经重新披上绿装。复垦区
内，蔬菜、药材、花卉苗木等作物长势喜人；蓄水池里，成群的鸭子在追逐嬉戏。据
了解，近年来，武家塔露天煤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
索生态修复，走出了一条边采煤边绿化、资源与效益并重、开发与治理同步的发展
之路。 文/图 本报记者 康丽娜 通讯员 吴杰 武怡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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