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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鲶鱼效应鲶鱼效应””为内蒙古经济带来了什么为内蒙古经济带来了什么？？

2020·决胜全面小康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李永桃 实习生 骆萧萧）记

者从全区各盟市价格监测机构
上报的监测数据获悉,11 月 25
日至12月5日，我区猪肉、牛肉、
鸡肉、鸡蛋、牛奶、蔬菜类价格上
升,羊肉价格下降,食用油价格
稳中略升，水产品价格略有升
降，成品粮、豆腐价格持平。

12月5日，全区蔬菜综合平
均价格为3.23元/500克，环比上
涨 4.19%。15种监测的蔬菜品
种价格12升3降，涨幅前五的品
种为茄子、黄瓜、尖椒、蒜苔、萝
卜。与去年同期相比，15个蔬菜
品 种 综 合 平 均 价 格 上 涨
8.75%。

11月 25日至 12月 5日，我
区主副食品价格受季节性因素
影响以涨为主。8月上旬起蔬菜
平均价格止跌回升，呈现持续小
幅上涨走势，至12月上旬累计上
涨40.12%。

12月上旬蔬菜价格
环比上涨4.19%

□本报记者 杨帆

这是追梦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时间定格在2020年11月30日。
当天，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沙漠治

理区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两年前，还是这个季节，鄂尔多斯
库布其沙漠生态示范区被命名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点灯
台。行人出门不见路，庄稼牧场沙里
埋……”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的
曾经，不堪回首。

如今，比4个上海市面积还大的两
大沙漠腹地，企业投资、群众参与的造林
绿化与生态经济发展风生水起，4000多
平方公里的绿化面积举世瞩目，“梭梭
林-沙生苁蓉-苁蓉酒”“沙棘-沙棘醋”

“有机牧草-养殖-有机奶”等多条生态
产业链布阵其间，企业增效、百姓增收、
沙漠增绿成为发展主旋律。

内蒙古社科联副主席朱晓俊指出：
“无论在内蒙古版图上，还是在中国版
图上，这都是一道彪炳史册的高质量发
展风景线。”

赢得未来，内蒙古的抉择从历史深
处起来。“十三五”以来，内蒙古高质量
发展的亮丽风景线，光芒四射！

推动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声浪渐
高，全区年均造林绿化面积千万亩以
上，二氧化硫、氨氮“十三五”减排任务
提前完成，兴安盟等地成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

国内规模最大的煤炭深加工项
目——中天合创鄂尔多斯 137 万吨
煤制烯烃项目投产，深度开启了国内
煤炭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大幕！

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

化隧道窑生产线在我区建成，战略资源
产业化成为内蒙古经济转型舞台重头
戏！

北奔重汽首批自营出口的右置牵
引车在肯尼亚下线，这是北奔重汽继南
非、埃塞、缅甸、伊朗后在第五国设立的
海外工厂。

我国煤炭行业首批基于5G技术的
大型矿车在内蒙古扎哈淖尔露天矿投
入运行，我区煤矿生产实现矿车驾驶无
盲区智能监控。

“呼-张-京”高铁开通运营，赤喀
(辽宁喀左县)高铁投运，呼和浩特至北
京、赤峰到沈阳列车运行时间均缩短7
个多小时。

经由内蒙古口岸的中欧、中亚班列
实现常态化运行，保税物流中心、综合
保税区布阵全区六盟市，内陆城市变开
放高地。

以机器人装卸配送、人工智能为特
色的内蒙古智能物流园项目开工奠基，
内蒙古西部最大的铁路综合物流园在
乌海市投入运营。

……
在5年的时间轴上洞察一个地区

经济发展，别有深意。内蒙古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历久弥新，光彩夺
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内
蒙古的“十三五”以“极不平凡”被人们
铭记。

为什么能这样？“不平凡的不只是
成绩，还有铸就成绩的奋斗艰辛。”在内
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司咏梅看
来，内蒙古经济之所以历经市场考验而
持续健康发展，凭的就是百折不挠的奋
斗！

5年来，内蒙古全力打造绿富同兴
的沙生产业和草原肉羊、科尔沁肉牛、
乌兰察布马铃薯和天赋河套、兴安盟大
米等优势品牌，生态农牧业走向规模
化，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加快转

型。
5年来，我区全力推动光伏发电、

风电等现代能源产业发展，可再生能
源并网装机占总装机容量的三分之
一。

5年来，内蒙古大力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煤-烯烃”“钢-稀土钢”等
大批集约化转型示范项目集中投产。

……
风雨砥砺，壮丽史诗。5年来，面对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能源产品价格大幅
波动、抗疫复产等史上密集而罕见的重
大考验，内蒙古既领略了市场竞争的残
酷，也收获了“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
新局”的强大动力。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故事：据说挪威
人喜欢吃沙丁鱼，为了避免捕到的沙丁
鱼在船舱中因丧失求生欲望并缺氧而
大量死亡，渔人在舱中放入几条凶猛的
鲶鱼。好动的鲶鱼左冲右突，感到危机
的沙丁鱼四散奔逃，舱水在鱼儿的游行
搅动中溶入大量空气中的氧气……就
这样，沙丁鱼活了下来，危机中获得了
生机。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

内蒙古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
危机与生机，从来就是一对相伴而生的
孪生兄弟。回望“十三五”，身负“建设
亮丽内蒙古”崇高使命的我区，正是在
危机考验中倒逼出百折不挠的奋斗动
力，淬炼出了初心如磐、不辱使命的求
生能力。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道阻且长，但紧要处
往往只有几步。——“鲶鱼效应”催生
的5年奋斗，给内蒙古留下的，是一笔
经济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巨额财富！

全区粮食总产量连年稳定在700
亿斤以上，羊肉产量、奶牛存栏量、奶产
量稳居全国第一，牛肉产量跃居全国第
二。

内蒙古打造出现代煤化工、新能源

汽车、电解铝-铝后加工、稀土功能材料
等高端制造基地，形成较为完备的新型
产业体系。

内蒙古创建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
220家、制造业创新中心6家，包头稀土
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成为国家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

……
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潮中，必有一种

力量穿云破雾，浩荡前行。探索内蒙古
经济5年复兴密码，我们一天比一天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鲶鱼效应”催生的倒
逼机制，使内蒙古经济在危机重重中迈
上改写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5年来，内蒙古全力推动产业链现
代化，融合三次产业的生态产业园区产
值超过5000亿元，秸秆燃烧发电、煤灰
提取氧化铝等大批变废为宝的循环经
济项目遍布全区。

全区人均生产总值已接近1万美
元（按2019年平均汇率计算为9836美
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发展走向，昭示未来。追记那些峥
嵘岁月中谱写的成就与辉煌，重温那些
历史长河中进行的艰辛与奋斗，既是对
内蒙古5年的深情回望，也激发起我们
拥抱明天的发展自信！

5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
4639万吨、钢铁落后产能346万吨，提
前完成国家下达的过剩产能淘汰任务，
区属“僵尸企业”基本出清。

5年来，全区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服务业增加值占到经济总量半壁江
山，形成以农牧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
体、工业优化升级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未来已
来……面向“十四五”，内蒙古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哪里？——5年的实
践已经作答：路在脚下，在充满希望和
砥砺奋斗的前方！

□本报记者 冯雪玉

12月14日，轰动一时的“小哥出行”
案有了新进展，当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自治区消协提起的全区首例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一审宣判：要求
被告内蒙古小哥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哥出行”）向消费者退还押
金，将收取而未退还的押金向“小哥出行”
运营地的公证机关依法提存，并向未退还
押金的消费者公示，同时在《内蒙古日报》
A1版及内蒙古自治区级以上电视台发
表声明，公开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该
院审定后发布。

据了解，小哥出行公司成立于
2017年11月15日，通过开发的“小哥
出行”APP向消费者提供互联网租赁
服务。消费者使用小哥出行公司的共
享汽车，需先下载手机APP进行注册
并交纳1000元押金。2019年 5月 24
日，“小哥出行”APP发布“业务调整通
知”，表明要暂停分时租赁业务，公司
正在筹措押金，押金预计一个月时间
逐渐退还到用户支付账户。自 2019
年5月开始，自治区消协陆续收到消费
者关于小哥出行公司押金未退还的投
诉。截至2020年 10月 29日，自治区
消协收到消费者自行组织登记签字表
合计594人，未退还押金、存款余额、

VIP金额、保险垫付、广告费欠款合计
59.4万元。

12月18日，自治区消协秘书长任
党芳对记者说：“本案的宣判在保护广
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规范互联
网租赁服务企业、推动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监管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自治
区消协今后在注重对个体保护的同时，
会着力加强对群体利益和普遍利益的
保护，我们要研究公益诉讼相关程序，
探索开展公益诉讼的工作方法，推动公
益诉讼制度落实。”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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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出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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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除了公益诉讼外，近几年
自治区消协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进行
了多种有益尝试，进一步改善了我区
的消费环境。2016年至今全区各级消
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5万件（录
入系统），解决2.1万件，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6947万元。

“小哥出行”案有了新进展——

公益诉讼让个体维权不再孤单

我区第三次国土调查管理系统
及共享平台建成

本报 12 月 21 日讯 （记者 王
连英）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
悉，目前，我区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库管理系统及共享平台已搭建完成。

国土调查数据库管理系统展示
了三次国土调查相关成果，包括国土
调查成果、专项调查成果、二调数据
和三调数据的分析、历史衔接、关联
查询、自定义地类变化分析和成果输
出。该系统具有现场快速配置的特
点，实现了在技术支撑下，快速浏览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是基于数据进
行开发的、集空间信息共享、服务和
运维为一体的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共享平台，其功能界面包括：数据概
况浏览、数据分发浏览、数据资源、历
史回溯、关联查询、服务中心、挖掘分
析、运维中心等。

推动绿色发展：
包钢与央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杨
帆）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近日，
我区大型国企包钢集团与中国一重
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企业高
端装备制造服务、外部市场开拓、环
保新能源开发、核心技术研发、制造
业现代服务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进
一步打造绿色包钢。

据了解，响应党中央确定的融入
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部
署，包钢企望通过此次合作，与中国
一重围绕市场化合作，发挥稀土、煤
炭资源优势，积极布局新能源、稀土
新材料产业。通过与央企合作，共同
探索双方“十四五”新变革、新机遇、
新发展，共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

国内首个铁路板材材积
在线智能检测系统运行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阿
妮尔）据满洲里海关消息，近日国内首
个铁路板材材积在线智能检测系统在
满洲里铁路口岸上线运行。

据了解，木材是满洲里铁路口
岸主要的进口商品，约占该口岸进
口货运总量 40%。铁路板材材积在
线智能检测系统运行后，可实现对
板材材积智能、快速、准确识别和计
算，进一步拓展了海关在智能审图
的应用领域与层次，提升了木材查
验工作效率。该系统对于时速小于
43公里的列车可以实现连续检测，
每节车厢智能识别测量速度不超过
1秒，在保证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实现
快速通关。

近年来，满洲里海关积极贯彻落
实“科技兴关”要求，不断推动科技创
新与海关一线监管深度融合，破解

“管得住”与“通得快”的矛盾，提升海
关智慧监管能力。

阿拉善盟财政“三个抓手”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以来，阿拉善盟高度重视财
政服务工作，以“三个抓手”提升服务
质量，优化营商环境。

首先是主抓重点工作。盟财政
局重点围绕政府采购业务，全面启
动实施政府采购“一张网”建设项
目，目前项目网络已进入设备安装
和系统调试阶段。其次是抓好自查
自纠。按照巡视组要求和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方案，盟财政局坚持问题
导向和效果导向，逐项逐条对照检
查存在的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建立
长效机制。三是抓好便民措施落
实。将财政部门对非营利性组织免
税资格认定事项通过授权委托方式
转移到盟政务服务大厅受理，财政
局派专人到现场审核办理，实现“一
站式办结”，切实让群众少跑路、快
办结。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杨帆）自治区财政厅传出消息：

今年1—10月，包头市累计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3.4 亿元，
同比增长10.6%。其中，重点民
生支出达 181.9 亿元，同比增长
10.5%，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4.2%。

整体预算支出中，市本级累
计支出 109.5 亿元，同比增长
5.2%；旗县区累计支出 173.9 亿
元，同比增长14.3%。与此同时，
今年1—10月，包头市累计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2亿元,同
比下降7.8%。其中，市本级累计
完成收入 16.9 亿元，同比下降
14.9%；旗县区累计完成收入
95.1亿元，同比下降6.3%。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累计完成
税收收入 87 亿元，同比下降
11.2%；累计完成非税收入25亿
元，同比增长6.5%，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比重的22.3%。

包头市重点民生支出
同比增长10.5%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李永桃 实习生 骆萧萧）记者

从各盟市上报的能源价格监测数
据获悉，11月份，全区动力煤坑
口结算价格、电煤购进价格均有
所上涨，成品油零售价格一上一
下两次调整，工业用电价格保持
不变。

11月份，全区动力煤平均坑
口结算价格为 241.89 元/吨，环
比上涨0.41%，同比上涨15.3%。

近日,中央气象局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我国今冬总体冷空
气比较频繁，大部分地区气温正
常到偏低。随着近期新一轮空气
来袭，居民用电和取暖需求攀升，
电厂补库积极性增加，由于港口
库存偏低以及降雪天气对运输的
影响，预计12月份我区煤炭价格
将延续小幅上行走势。

我区动力煤平均坑口价
同比上涨15.3%

本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杨帆）近日，乌兰察布电业局传

出喜讯：其年度售电量再上新台
阶，2020年售电量已突破500亿
千瓦时。

1979 年，乌兰察布电业局
售电量1.3亿千瓦时，到2009年
售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用了
整 整 30 年 ；而 从“100 亿 ”到

“500亿”的跨越，仅用了 11年。
“十三五”期间，乌兰察布市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力促进产业
振兴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
产城联动发展新格局，全市所辖
11个旗县区建起10余个大型工
业园区，百余户企业退城入园。
同时，紧紧抓住国家促进云计算
创新发展机遇，当地大力发展云
计算产业，华为、苹果等国内外
知名企业的云计算中心项目入
园，电力需求不断扩张，“电价洼
地”效应吸引和保障了一大批重
点项目落地。

乌兰察布电业局售电量
突破500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摄影报道

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区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到21万公里，较2015年末的17.5万公
里增加了3.5万公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

“十三五”以来，自治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较快发展，全区12个盟市所在地
均连通了高速公路，全区103个旗县（市、区）全部通一级及以上公路，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嘎查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交通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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