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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业逆势突困护航“六保”

本报 11 月 2 日讯（记者 冯雪
玉）10月 29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诉内蒙古小哥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

据悉，这是自治区首例消费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

2019年5月22日，消费者冯女士
向自治区消费者协会投诉,她于当年4
月在内蒙古小哥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小哥出行公司）的APP公
众平台上办理了使用该公司共享汽车
的手续，并交纳了1000元押金。5月2

日，冯女士发现小哥出行APP公众平台
站点上有车辆，却显示无可用车辆，这
种情况持续几天后，各站点的共享汽车
越来越少，一些站点也在APP平台上陆
续消失。5月17日，冯女士拨打小哥出
行公司客服电话，要求退还押金，客服
答复15个工作日后退还。但之后，客
服电话便再也无人接听，平台也无任何
消息。

冯女士于是向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投诉小哥出行公司的不退还押金行为。

据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介
绍，那段时间，除冯女士外，还有不少
消费者投诉小哥出行公司。自治区消

费者协会接到投诉后，通过电话联系、
现场实地调查、公开登报约谈、发布消
费警示等方式都无法与小哥出行公司
取得联系。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认为小
哥出行公司的行为侵害了众多不特定
消费者合法权益，决定对该公司提起
诉讼。

自治区消费者协会秘书长任党芳
说：“这是自治区消协提起的首例民事公
益诉讼，目的就是维护广大的、不特定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哥出行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是一种新业态、新经济模式，当
前这样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发生了不
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经营者逐

利试错的代价不应由消费者买单。”
2014年，修订实施的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可以对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
讼。任党芳说：“很多情况下，由于消
费纠纷数额较小，消费者考虑到维权
成本较高，往往放弃维权，而消费者协
会具有法律赋予的诉讼地位，可以代
表广大消费者提起诉讼，这次只是一
个开始，今后我们在群体性消费事件
中会更多尝试用公益诉讼的方式解决
争端。”

据悉，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自治区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开庭审理

□本报记者 王连英

10月30日，伊利集团新工业园液
态奶生产车间里，18条生产线正在满产
运行，工人们井然有序地操控着生产设
备，一盒盒牛奶经过装箱、码垛后进入仓
储库房。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这里上
演。

今年以来，尽管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很多行业带来
了持续影响，但伊利集团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生产，二季度业绩强劲复苏，实
现了远超行业的高速增长。据伊利半年
报显示，伊利上半年营业总收入达
475.28亿，扣非净利润37.66亿，同比增
长7.02%。营业总收入、净利润、综合
市场占有率、总资产周转率等核心指标
继续蝉联亚洲乳业第一，市值更是创下
历史新高。

同样，作为全区最大的国有企业，
包钢集团前三季度，面对环保限产、新
冠肺炎疫情以及资金紧张影响等因素，
保持了经营形势持续向好、员工队伍和
谐稳定的良好局面。特别是三季度，在

上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基础上，经营业绩
实现了持续巩固，取得生产组织总体稳
定、“四降两提”成效显著、环保项目成
效显著、资金安全有效保障的好成绩。

毋庸置疑，伊利集团和包钢集团的
表现让人欣慰，这是我区工业生产恢复
稳定的良好势头的一个缩影。

据2020年前三季度自治区经济运
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今年以来，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运行平稳，累计增速从1—
2月份同比下降4.7%，逐步收窄到前三季
度的下降1.9%。六大支柱产业“四增一
平一降”。装备制造业、农畜产品加工业、
冶金建材工业、高新技术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40.8%、8.4%、9.8%和8.9%，合计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3个百分点；化学工
业与上年同期持平；能源工业下降
7.1%。工业产品产销率提高，前三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9.9%，同比
提高1.1个百分点。

稳步回升的工业生产，为自治区落
实“六保”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食品、医药等行业保障基本民
生持续发力。前三季度，全区农畜产品
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较上年同

期提高6.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8.6%，较上年同期提高8.2个
百分点，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0.5个
百分点。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0%，较上年同期提高28.3个百分点，
其中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增长35.0%。

——黑色、有色、化学、电力等行业
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前三季
度，全区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8.1%和
7.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降幅
较上半年收窄2.9个百分点。这些行业
的向好运行对于上游行业的带动作用
增强。前三季度，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增加值增长2.6%，黑色、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分别增长35.7%和0.7%。与
之相应的产品产量也增势良好，粗钢、
钢材、铁合金、电解铝、精甲醇、发电量
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9.6%、12.6%、
10.2%、10.7%、7.9%和1.7%。

——制造业为保居民就业发挥了
积极作用。今年以来，我区制造业的
发展好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前三季
度规模以上制造业连续6个月保持在
5%以上的增速。全区制造业的稳定

增长对稳就业产生了积极作用。来自
自治区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季度末，
制造业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同比增长
3.1%。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快速调
查问卷看，87.4%的被调查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未进行裁员，甚至计划扩大用
工规模，企业复工复岗的态势持续改
善，多数行业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扩
招就业岗位。三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期末从业人员同比增长1.4%，
较二季度期末从业人员数增长0.6%。

“下一步，全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做好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同时，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循环有力，力促全区工业行稳致远、稳中
有进。”在2020年前三季度自治区经济
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统计局
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夏荣华表示。

10月29日，伊利集团又交出了今
年前三季度的喜人成绩单。前三季度，
伊利实现营业总收入737.70亿元，增长
7.42% ，净 利 润 60.44 亿 元 ，增 长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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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杨
帆）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获悉：尽
管受疫情影响，但全区食品制造业
生产形势较好，今年前三季度全区
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
较上年同期提高 8.2个百分点，高
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10.5 个
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区在带动老百姓
收入增长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上加
大投入、持续发力，包括食品制造
在内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
良好。前三季度，全区农畜产品加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较上年
同期提高 6.1个百分点。其中，小
麦粉、大米、乳制品等产品产量分
别同比增长 5.7%、1.7%和 19.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4.0%，发酵酒精、饮料产品
产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45.7% 和
40.3%。

食品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8.6%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王
连英）日前，为尽快解决房地产首
次办证难、分户登记难问题，呼和
浩特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
心联合市税务局及社区街道办事
处，设立40个驻社区遗留项目（分
户）受理站和20个驻税务大厅遗留
项目（分户）综合受理站，让办事群
众少跑路，就近在社区提交申请材
料并缴税。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共梳理房
地产遗留项目692个，台账内剩余
331个项目，涉及住宅332859套、
面积 3374.157万平米。目前已办
结286个，剩余45个项目正在对接
推进。台账外214个办证难项目，
涉 及 住 宅 117456 套 、面 积
1470.084万平米，目前已办结157
个，剩余57个项目正在推进。

首府设60个受理站
加快房地产遗留项目
房本分户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国资委传出消息：近日，
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与投资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签订增资协议，投资方增
资 396228.95万元，占增资后矿业
集团51%的股权。

按照协议，募集资金将主要用
于补充经营流动资金并扩大再生
产，通过深化改革重组优化股权结
构、创新体制机制等措施，加快推
进一批新项目建成投产，实现投融
资双方优势互补、强强联手、资源
共享，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
率。

本次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增资项目是内蒙古产权
交易中心完成的单宗最大的增资
进场交易项目。通过公开进场挂
牌交易，向本次项目增资方提供政
策咨询、项目策划、增资方案设计、
投资推介等全流程服务。

一企业重组增资39亿元
优化股权结构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杨
帆）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
年1—9月份，锡林郭勒盟累计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7.7亿元，同比
增加 13亿元，增长 23.7%，完成年
初预算的83.4%。

从收入构成看，完成税收收入
45.8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增长
15.5%，其中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
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资源税等主体税种共完成23.3
亿元，同比减少 3.1 亿元，下降
12%；完成非税收入 21.9 亿元，同
比增加6.9亿元，增长45.4%，非税
收 入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的
32.4%。9月当月，全盟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5亿元，同比增加4123
万元，增长8.9%。

另外，1—9月份全盟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24.7 亿元，同比增长
22.4%。其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
141.1亿元，同比增长17.9%。

锡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23.7%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王连
英）近日，由自治区煤田地质局承担的
任务课题《内蒙古含煤区中低煤阶煤
层气规模开发区块优选评价》顺利通
过专家验收。

该重大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该
专项课题实施4年以来，形成了一系
列科研成果，引导自治区财政资金新
实施煤层气科研和勘查项目9项，资
金投入近1亿元，在自治区中部白音
华煤田、东部得尔布煤田、大西山煤田
和扎赉诺尔煤田等地取得了重大资源
发现，为“十四五”期间优选中部和东
部地区开展煤层气开发试验示范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引导企业投资
煤层气合作勘查开发项目4项，总投
资超过200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阶段
性成果。

我区一项目
通过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验收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李永
桃 实习生 骆萧萧）记者从各盟市
上报的煤炭价格监测数据获悉，今年
10月下旬，全区动力煤坑口价格保持
稳定，电煤购进价格小幅上涨。

10月 25日，全区主产地动力煤
平均坑口结算价格为 241.58 元/吨，
环比持平，同比全区动力煤平均坑口
结算价格上涨12.39%；全区电煤平均
购进价格为 224.16 元/吨，环比上涨
1.49%，折算为标准煤（7000大卡）后
平均值为 445.27 元/吨，环比上涨
1.38%。

动力煤坑口价保持稳定
电煤购进价小幅上涨

本报 11 月 2 日讯 （记者 高
慧）近日，乌兰察布市发改委、乌兰察
布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乌兰察布
市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
案》，邮件快件绿色包装治理被纳入其
中。

《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实现
全市范围内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
性塑料编织袋的治理目标。《方案》指
出，一是以电商快递为重点，鼓励快递
物流企业在收寄、配送、分拣、运输等
环节使用可循环、可折叠包装产品和
物流配送工具；二是进一步加强可循
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研
发，降低应用成本，有效增加绿色产品
供给；三是严格执法监督，加强日常管
理和监督检查，发现有关塑料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及时将相关线
索移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
依法查处。

乌兰察布给快件包装
定下绿色时间表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阿妮
尔）日前，满洲里海关缉私部门根据线
索查扣绕关走私进境活马28匹。

据悉，今年6月至9月期间，涉案
中国籍当事人长某与其蒙古国同伙吉
某、巴某商讨走私马匹事宜后，由吉
某、巴某从蒙古国分2批次将马匹赶
到中蒙边境线铁丝网大门处，长某在
中国境内配合二人打开大门，将马匹
赶到中国境内并圈养于自家马场，上
述人员已通过此种方式累计走私活马
28匹。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相关部门批
准从未设立海关的地点运输、携带国
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境的货物、物
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货物物品进
出境的，是走私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
任。绕越设关地走私马匹，严重扰乱
国家进出口贸易秩序，同时，走私进境
的马匹未经国家正规检疫，存在较大
的卫生安全隐患。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满洲里海关查扣
走私进境活马28匹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有着戈壁红驼得天独厚的养
殖资源，十几年前，由于生存
环境恶化和市场开发不足，戈
壁红驼的数量大幅度减少，通
过积极实施戈壁红驼选育基
地、骆驼保护等项目建设，全
旗红驼数量由4800峰发展到
目前5万多峰，从事骆驼养殖
牧户达到1603户4809人。目
前，乌拉特后旗的驼乳制品加
工厂、驼肉食品加工厂、驼产
业研究院、文化展示中心、生
物科技公司等骆驼产业链条
不断延伸发展壮大，已经成为
边境牧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经
济来源，戈壁红驼真正“驮”起
了牧民的致富梦。

﹃
驮
﹄
起
致
富
梦

挤驼奶。

乳业公司将驼奶深加工。

牧民乌兰制作酸驼奶。

包装驼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建荃马建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