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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李永
桃 实习生 骆萧萧）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全面评估核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日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前一
阶段旗县区自查验收工作成效的基础
上，组织开展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评估抽查验收工作。

易地扶贫搬迁是指将生活在“一
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
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
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
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

此次抽查评估验收按照《全区“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评估核查工作方
案》开展，抽调自治区扶贫办、教育
厅、民政厅等易地扶贫搬迁厅际联席
会成员单位和基层从事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的业务骨干组成5个评估抽查验
收组，按不低于30%比例抽取了有易
地扶贫搬迁任务的 29个旗县区作为
评估核查验收单位，累计抽查核实
399 个集中安置点（含 800 人以上集
中安置区20个），入户核查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 1371 户（其中集中安置户
1164户，分散安置户207户），占到接
受抽查评估旗县搬迁户数的4.7%，高
于评估抽查工作要求的样本数。

评估验收工作通过“一听、二看、

三核、四评”的工作方式开展。“一听”
指听取被抽查旗县组织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整体工作、目标任务完成、工作成
效、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等情况的工
作汇报。“二看”指查看调阅旗县自查
验收表、地质勘察、地质灾害评估、竣
工验收、质量验收、搬迁计划调整，搬
迁户就业扶持，产业发展、拆旧复垦、
问题整改、补短板项目进展、工程投资
等相关档案资料。“三核”指全面核实
县级自查验收表，集中安置区评估验
收表，县级自查验收报告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入户核实搬迁户“两不愁三保
障”等情况。“四评”指综合梳理汇总
被抽查旗县存在问题，客观评价总体

工作成效。
据自治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被抽查的11个盟市29个旗县的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实施措施有力，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
安置方式科学多样，资金使用严谨规
范，后续扶持保障到位，产业带动效果
明显，达到了“三个到位、三个实现、一
个增强”的工作目标。评估抽查验收
组还对发现的存在问题及时向被抽查
旗县进行了反馈责成立行立改，对完
善档案资料等工作进行了工作指导，
要求各地区进一步举一反三、查漏补
缺、规范提升，高质量做好迎接国家核
查验收各项工作。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评估抽查通过自治区验收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每年7至 9月是我区羊毛交易旺
季。这几天，在内蒙古纤维检验局乌
审旗羊毛公证检验实验室,检验技术
人员正忙着对刚扦取的羊毛样品进行
检测。分样、洗毛、提油……每一项操
作都有条不紊进行。

实验室外，牧民巴音都仁一脸焦
急。功夫不大，检验员朱卫红将一份
检验报告送到巴音都仁手上。仔细翻
看着检验报告，巴音都仁焦虑的脸上
绽放出喜悦的笑容，他紧紧握住小朱
的手激动地说：“虽然疫情对羊毛市场
冲击不小，但是有内蒙古纤维检验局
保驾护航，咱牧民的底气更足了，只要
检验报告在手，不愁羊毛不好卖，不怕
卖不上好价钱！”

一份公证检验报告为啥如此重
要？近年来,随着自治区毛绒纤维公
证检验制度不断深入，农牧民与企业
交易双方,依据公证检验数据计价的
交易方式得到有效推广。如今，在毛
绒交易过程中损害农牧民利益，掺杂
掺假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以质论价、优
质优价，已成为农牧民与企业的共识。

“公证检验制度好不好，农牧民说
了算。”巴音都仁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的一位普通牧民。2010年，他带领周
边9户牧民注册成立了乌审旗斯布扣
细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从那时起细
羊毛交易收入就成了合作社的一项主
要经济来源。合作社成立之初，由于
思想观念相对落后，质量意识不强，羊
毛交易主要凭经验进行。年底算账，
虽然卖毛量相对过去多了不少，但与
其他合作社相比，增收却不明显。巴
音都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喂同样的
饲草，付同样的辛苦，为啥别人家的羊
毛既好卖，还能卖上好价钱？”

后经多方咨询，巴音都仁终于找
到了症结。原来自家生产的羊毛在交
易前不仅没统一分选分级，更重要的
是没经过公证检验，卖毛没有话语权，
价格完全由收购企业说了算，和别人
一样卖毛，就是卖不上个好价钱。

得知巴音都仁面临的困境，内蒙
古纤维检验局公证检验工作队的专家
们主动为巴音都仁所在的合作社提供
技术帮扶。从饲养、剪毛到羊毛分选
分级，从组批打包到公证检验标准要
求……每一个细节专家们讲得认真细
致，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在纤检专

家的精心指导帮扶下，巴音都仁和合
作社成员终于认识到了公证检验、分
选分级在羊毛交易中的重要性。

“观念一变天地宽。”这几年，合作
社生产的细羊毛全部经过公证检验，
在公证检验制度推动下，细羊毛产量
质量逐年提升。依托交易质量平台直
销拍卖更加顺畅，合作社年均销售细
羊毛100吨以上，平均每户仅卖羊毛
一项增收5000余元。“公证检验让农
牧民实实在在尝到了质量带来的甜
头，现在我们不仅收入提高了，而且技
能也提高了，内蒙古纤维检验局还为
合作社培养出了不少羊毛分选分级

‘专家’人才……”巴音都仁如数家珍
地讲述着这几年的新变化。

兴安盟公证检验现场实验室是内
蒙古纤维检验局在自治区东部地区建
设的首个专业毛绒公证检验实验室，
服务范围覆盖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
峰市等东部地区。该实验室今年投入
使用以来，以精湛的检验技术，优质的
检测服务，赢得了当地毛绒收购加工
企业一致好评。

乌兰浩特市牧荣土畜产品收购部
是兴安盟的一家农畜产品收购企业。
这家企业今年收购的羊毛全部经过公

证检验。“公证检验不收一分检验费，
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检验交易成本，既
公正、又公平，我们收购企业依据检验
证书出价，好毛出高价，企业放心买，
农牧民放心卖，谁都不吃亏。”乌兰浩
特市牧荣土畜产品收购部负责人介
绍。

“一面抓好公证检验，一面下沉企
业组织调研，及时了解企业所需，第一
时间给予技术支持。”当得知乌兰浩特
市鄂尔多斯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急需山
羊绒平均直径指标数据后，内蒙古纤
维检验局兴安盟公证检验实验室主动
向该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目前，第一
批样品已全部检测完毕。拿到检测数
据，公司负责人李龙激动地说：“内蒙
古纤维检验局就是咱企业的‘娘家
人’。”

金杯银杯，不如农牧民和企业的
口碑。年公证检验山羊绒5000吨，公
证检验绵羊毛20000吨，山羊绒收储
公证检验 6000吨……翻看着这几年
公证检验的成绩单，内蒙古纤维检验
局局长王莉满脸欣喜：“毛绒公证检验
一头连着农牧民，一头连着毛绒企业，
让农牧民和企业都满意是纤检人的责
任和使命。”

深一度

一肩担一肩担““两头两头”” 利企又利民利企又利民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9月 28日讯 （记者 李
永桃 实习生 骆萧萧）记者从自
治区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获悉，9
月第四周我区生猪、鸡蛋出场价格
均有所回落。

生猪出场价格继续小幅回落。
9月 23日我区生猪平均出场价格
为每50公斤1685.83元，比9月16
日下降 2.58%，比去年同期上涨
30.05%。由于生猪价格下降，玉米
价格稳定，9月第四周全区猪粮比
价出现下降。我区生猪出场价格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4.07个百分点。

9月第四周我区鸡蛋平均出场
价格为每50公斤385.43元，比9月
16日价格下降1.32%，比去年同期
下降28.09%。我区鸡蛋出场价格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巴彦淖尔市前8个月
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10.1%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巴彦淖尔市商务局获悉，
1—8月份，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
总额119.8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7.3%，降幅较 1—7月收窄 2.7 个
百分点，总量位居全区第一。其中
出口 27.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1%；进口92.54亿元人民币，同
比下降44.4%。

据分析，今年巴彦淖尔市外贸
进出口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口
岸资源进口呈恢复性增长态势。为
了稳住外贸基本盘，甘其毛都口岸
于8月 12日启动人员和货物往来
绿色通道，大幅提高出入境货运车
辆验放效能，延长了有效通关时
间。其中，8月26日验放出入境车
辆3058辆次，创下口岸开放31年
来单日验放车次历史新高。8月单
月进口煤炭204.63万吨，环比增长
69.89%，创下今年以来单月进口量
最高值，较去年月均进口量增加近
35万吨。二是农产品出口逆势增
长并保持后劲。作为全区农产品出
口大市，全市前8个月累计完成出
口24.93亿元，同比增长11.1%。其
中，葵花子和番茄制品出口继续保
持强劲增长。

赤峰市“衣食住行”领域
专项整治挽回损失
63.94万元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记者从赤峰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今年以来，该市持续开展“衣食
住行”领域市场专项整治，营商环境
得到进一步优化。截至8月底，共查
处违法违规案件882起，向公安机关
移送案件2起，罚没款605余万元，
没收销毁假冒伪劣商品价值70余万
元，处理消费者投诉1805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63.94万元。

据悉，该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
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自治区局
确定的整治重点基础上增加了药品
流通和使用环节、服务领域重点行
业消费维权、重点领域虚假违法广
告、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网络交易
违法违规行为四个整治重点。要求
逐项逐条落实责任，做到查处一起
案件，规范一个行业；整顿一项，巩
固一项；防止前整后乱、出现反弹，
切实解决“衣食住行”等领域存在的
突出问题。

中国·额济纳第21届
金秋胡杨旅游节
10月3日开幕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高
慧）10月3日，中国·额济纳第21届
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在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开幕，期间将开展20余项文
化旅游赛事活动。

包括穿越胡杨林国际马拉松和
环胡杨林国际自行车邀请赛两大著
名品牌赛事，以及额济纳全国青少
年跆拳道俱乐部邀请赛、额济纳首
届少儿平衡车及小勇士障碍挑战
赛、额济纳徒步大会和各类文艺演
出、非遗展演进景区等活动。今年，
额济纳旗在5A级景区胡杨林景区基
础上，加大投入，按5A级标准对各景
区进行提档升级，并于今年五一小长
假期间，开通了“草原之星”豪华旅游
专列，在金秋胡杨生态旅游节期间，
旅游专列还将继续开行13列，满足
游客多样化旅游出行需求。

9月份我区生猪鸡蛋
出场价有所回落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与
自治区工商联共同印发了《关于共
同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

《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日常
沟通与联络、建立情况通报制度、构
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进执
行工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定期开
展联合调研、加强法律宣传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八个部分。明确了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工商联每
年至少召开一次座谈会，围绕服务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问题进
行座谈交流，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
建议。同时强调，全区各级人民法
院支持和推荐符合条件的民营企
业、商会和工商联等人员担任人民
法院特约监督员、人民陪审员，加强
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共同促进司法
公正。

呼和浩特海关通过
信用认证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阿
妮尔）呼和浩特海关依托AEO信
用培育载体，助力企业降低经营成
本，提升通关效率，稳住外贸产业链
和供应链。

据悉，针对自治区外贸发展和
企业进出口业务特点，呼和浩特海
关今年加大辖区龙头企业培育力
度，梳理出关区30余家“一带一路”
重点贸易企业，逐家询访并宣传信
用政策。实施“一企一策”培育方
案，深入企业开展“手把手”帮扶，指
导企业早日通过认证。研究出台具
体扶持举措，提升企业贸易便利化
水平。定期监控认证企业通关时
效，推行“两步申报”模式下免除担
保，降低稽查比例，减少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的干预，前8个月关区高
级认证企业进出口环节查验率仅为
0.2%。截至目前，呼和浩特海关辖
区已有高级认证企业8家，一般认
证企业12家。

珍惜盘中餐狠刹浪费风
“厉行节约”在行动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李
永桃）为培养勤俭节约好习惯，杜绝
浪费不良行为，中石油北京管道公
司内蒙古输气处纪委利用多种手
段，狠刹奢侈浪费歪风，树立勤俭节
约的良好氛围。

中石油北京管道公司内蒙古输
气处党支部带领员工结合日常工作
开展勤俭节约讨论会，探讨深挖工
作生活中厉行节约的好行为、好习
惯，做到不随意丢弃一颗螺丝钉，不
浪费一粒粮食。并以“创建文明餐
桌，开展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
为主题，通过微信、宣传标语等方式
开展宣传，向全处员工发出“光盘行
动”号召，倡导文明、科学、健康的餐
饮新风尚。同时，还成立专项检查
小组，开展餐饮浪费行为监督检
查。重点查看各作业区食堂餐桌是
否粘贴标识，查看食堂采购、菜品菜
量管控、餐后剩余等情况。

阿拉善盟“双节”前
重拳加强市场监管

本报9月28日讯 （记者 康
丽娜）为确保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市场安全、社会稳定，日前，阿拉善
盟市场监管局全面加强流通环节食
品安全监管。

一方面，加大对月饼、食用油、
米面、肉类、蔬菜、水产品、乳制品、
酒类、糕点和地方特色食品等节日
热销食品监督检查力度，督促指导
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责任，保证销售食品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及时发现、处置不合
格产品。另一方面，丰富和保障农
产品市场供给，加大粮油肉蛋等节
日需求大的消费品价格检查力度，
保证市场食品供应充足、质量安全、
价格稳定。此外，严厉排查打击野
生动物交易行为，禁止售卖、加工野
生动物。截至目前，共出动检查人
员410人次，检查集中交易市场12
家、畜禽水产品销售者121家、餐饮
服务经营者65家，监测电商平台7
家，未发现食品安全重大隐患，未发
现哄抬物价及销售野生动物违法行
为。

用法治方式
呵护营商环境

2020·决胜全面小康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后八里村，来自中建三
局的水暖工人正在村民高在
成家中改造安装集中供暖管
道设施。经过改装，今年冬
天村民们的取暖方式将由过
去自己烧煤变成市政集中统
一供暖。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保
障正常供暖，工人们每天加
班加点推进现场施工进度。
同时，中建三局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编制具体采暖方案，
确保现场施工质量。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村民今冬
暖洋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