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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记者 康丽娜

近日，经常点外卖的呼和浩特市
民王女士发现，最近拿到手的餐品外
包装封口处多了一个一次性不干胶封
贴。“这个一次性封贴粘的特别紧，完
全不用担心外卖在配送过程中被打开
过。”

王女士口中的一次性封贴正是内
蒙古全面推广使用的外卖食安封签。

5月7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举办
以“安心封签、放心美食”为主题的食
安封签启动仪式，开始在全区范围内
全面推广使用食安封签，以防止外卖
食品污染，确保食品安全。

实际上，早在5个月前，该局已面
向全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封签管理办法》。《办法》

对食安封签的界定、样式、使用方式进
行详细规定，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餐饮服务提供者、外卖食
品配送人员的食品安全责任进行了划
分。其中明确，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应当在消费者下达订单时，以显
著、合理的方式提示配送人员和消费
者使用食安封签的情况及接收注意事
项。外卖食品配送人员在接收外卖食
品时，应当检查食安封签的完整性，对
封签已被破坏或者封签不完整的外卖
食品，有权拒绝接收。消费者有权拒
收食安封签已被破坏或者封签不完整
的外卖食品。

“食安封签是为了保障外卖食品
安全，而给食品外包装进行密封处理
的一道封签。封签一旦撕开即刻损
毁，无法重复使用。食安封签是否破
损是认定各方责任的重要依据，能够

明晰食品安全责任，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为餐饮外卖系上‘安全带”，加上

‘安心锁’。也意味着我区食品安全治
理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杨林表示。

推广使用食安封签，商家怎么说？
5月 20日，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文化宫路一家餐厅内，餐厅李
老板正在细致地粘贴食安封签。他对
记者说：“食安封签就如同给外卖上了
一道锁，有了这道锁，顾客安心，我们
也安心。”

作为第三方平台服务者，美团早
在2017年就率先在全国推广食安封
签，据美团内蒙古公共事务总监袁丽
君介绍，“自2017年以来，美团每年都
会在呼和浩特、包头、赤峰、通辽、呼伦
贝尔5个直营城市投放一定数量的食
安封签。今后，美团将全力推广平台

入驻商家使用食安封签，共同推进食
安封签的普及与使用。”

推广使用食安封签的成本，会不
会计算在包装费里，导致点外卖多掏
钱？就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监
管处一级主任科员代宇佳表示，这些
封签都是免费提供给商家的，不会增
加消费者支出。

“推广食安封签最终目的是让商
户树立自觉使用食安封签的意识，这
也是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具
体行动。内蒙古将持续深入推动落实
网络餐饮食安封签制度，一方面约束
餐馆和送餐人员的行为，保证外卖在
运输配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另一方
面提高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用小封签来撬动食品
大安全，营造全社会共治共管食品安
全的良好氛围。”代宇佳如是说。

你吃的外卖“封签”了吗？

新阶段新阶段··新理念新理念··新格局新格局

□本报记者 冯雪玉

包茂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北南方向主干线之一，起点为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终点是广东省茂名市，包
茂高速公路全长3130公里，已于2017
年11月全线通车，是连接华北、西北、
西南的纵向大通道，也是我区与粤西沿
海区域连接的大通道之一。

包茂高速公路出包头后经鄂尔多
斯市到达伊金霍洛旗新街镇苏家河
（蒙陕界），主线全长 182.313 公里。
由包（头）东（胜）高速公路、东（胜）苏
（家河）高速公路两段组成。其中，包
（头）东（胜）高速公路，始建于 1998
年，于 2002年 6月通车运营，起点为
包头九原，与丹拉国道主干线衔接，
终点为东胜布日都北大桥，路线全长
102.75公里（含东胜绕城线二级公路
12.04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行车
时速100公里。东（胜）苏（家河）高速
公路，起于包东高速公路东胜西立交
桥，经康巴什、伊金霍洛、新街，止于
蒙陕界苏家河大桥，全长93.28公里，
2005年11月23日建成通车。

随着呼包鄂区域经济的迅速发

展，鄂尔多斯市煤炭外运的需求越来
越大，去往包头、呼和浩特方向的交
通压力集中在了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
东胜段，通行条件已不能适应当前和
未来的交通发展需要。为完善国家高
速公路网，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
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适应交通运
输增长需求，促进“呼包鄂经济圈”的
快速发展，2016 年 8月，自治区发改
委批复立项了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
胜段改扩建工程。2018年 7月，内蒙
古高路公司投资该项目开工建设，主
线左半幅于 2019年 10月通车，主线
右半幅于2020年 11月通车。道路开
通后，包茂高速鄂尔多斯段日均车流
量58235辆，其中客车35390辆，占总
流量 60.77%；货车 22845 辆，占总流
量39.23%。

“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十分平
坦，走起来太爽了，从呼和浩特到包
头只需一小时，再有一个小时就到鄂
尔多斯了，我早上出发，到中午就能
把两家店缺的货都补上，既节省时
间，也节约成本。”4月6日一早，经营
日用品店的乔志明从呼和浩特惠泽物
流园区提货，为包头和鄂尔多斯的两
家分店补货。

2020年 11月 15日，包茂高速改
扩建工程包头至东胜段通车试运行，
实现了呼包鄂三市之间全程双向八车
道高速公路连通。目前，三市之间通
过京藏高速公路、包茂高速公路、呼
准高速公路等密织起了区域高速公路
网络，与既有国省干线一起构建便
捷、通畅的区域交通网，形成了“两小
时交通圈”。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自治区中西部
的核心区，是内蒙古最重要的经济圈
和城市带。“呼包鄂经济圈”资源丰
富，发展潜力较大，正在逐步发展成
为我国西北地区规划布局的新产业
群，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
作用。

为缓解包头市区西南方向交通出
行压力，包茂高速包头至东胜改扩建
工程同步建设了包头西连接线，起点
位于包头市哈德门乌兰计六村，终点
止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昭
君黄河特大桥是包头西连接线上的控
制性工程。

昭君黄河大桥横跨黄河，连接包
头、鄂尔多斯两市。大桥建成后，从
包头黄河景观道桥梁口出发到对岸的
达拉特旗，开车不到 3分钟。大桥疏

通了进入包头的“瓶颈”路段，有效缩
短包头西北及南部地区车辆出行需绕
行京藏高速、包东高速、210国道等的
距离。

2018年 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了《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明
确了呼包鄂榆城市群在推进形成西部
大开发新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完
善沿边开发开放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同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发布了《呼
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内蒙古实施
方案。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以
及榆林四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运输大
通道。2020年四市经济总量合计突
破1.3万亿元。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连接
内蒙古重要工业基地包头市、南接陕
西、西通内地和西南地区，是内蒙古中
西部地区的主要通道，同时连接周边
地区、工业基地、大中城市、农村牧区
公路。目前，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
胜段日均通行车辆5万辆次，不但为包
头的钢铁、稀土，鄂尔多斯的煤炭、天
然气、化工产品、绒毛等物资运输提供
了便捷的交通条件，而且有力地促进
了“呼包鄂经济圈”与我国中西部地区
及粤西沿海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5月24日讯 （记者 康
丽娜）为进一步加强全区集中带量
采购中选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切实
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
自治区药监局于日前制发《全区集
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质量监管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从推动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主体责任、加强生产环节监
管、加强流通使用环节监管、加强
药品抽检和不良反应监测、加强追
溯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全区集
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质量监管工
作进行安排和部署。要求全区各
级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围绕生产、经
营和配送企业、医疗机构是否严格
执行质量管理规范、落实进货查
验、索证要票、按规定保管和使用
中选药品等方面组织开展监督检
查。目前，全区各级药品监管部门
已按照《方案》安排部署，结合日常
监管和专项检查，全面展开各项工
作。

内蒙古全面监管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本报5月24日讯 （记者 杨
帆）看一个企业是否有前途，重点
要看其是否有责任担当和长远发
展眼光。内蒙古的相关好消息来
了——近日，包钢公布碳达峰、碳
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力争2023年
实现碳达峰，2030年具备减碳30%
的工艺技术能力；力争2042年碳排
放量较峰值降低50%，2050年实现
碳中和。

据了解，下一步，包钢将加快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规划，统
筹实施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一体
化开展降碳减排与环境保护，协同
推进技术创新与低碳发展，确保企
业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能源革命中
杀出重围、占领高地，努力成为碳
达峰、碳中和的先行者、示范者、引
领者、践行者，在国家、自治区、包
头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
中，肩负国企使命，体现包钢担当，
贡献包钢力量。

包钢敲定
“双碳”时间表路线图

本报5月24日讯 （记者 康
丽娜）日前，“转供电费码”在内蒙
古电力公司“蒙电e家”APP成功上
线。该功能旨在助力优化用电营
商环境，确保工商业降价政策红利
及时、公平地传导至每一位终端客
户。

据了解，“转供电费码”以用电
数据为基础，提供电价政策依据，
使转供电终端用户直接通过APP
即可查询到其所在用电区域是否
存在不合理加价的情况。客户通
过自主录入用电信息，系统自动与
转供电主体电价信息进行比对，生
成红、绿两色码，其中绿码表示无
转供电加价，红码表示存在转供电
加价。该码可直观反映是否存在
转供电加价风险，各供电单位通过
定期汇总相关数据报送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形成“用户码上查、电力
公司码上知、政府部门码上管”的
机制，为政企协同联动、精准开展
转供电加价清理规范工作提供有
力技术支撑。

“转供电费码”
让群众用上“明白电”

本报包头5月 24日电 在内
蒙古的草原深处，有一列行驶缓
慢，最低票价只有2元的火车在呼
和浩特和二连浩特之间穿梭，被广
大农牧民亲切的称为草原“慢火
车”，这趟列车便是由包头客运段
负责的6856次列车。

“这趟列车途经白音查干、乌
兰哈达、巴彦郭勒、赛罕塔拉等28
个小站，逢站必停，全程票价才53
元，沿途7万多名散居牧民出行主
要依靠我们这趟车”，6856次列车
第一包乘组列车长王志强介绍说。

草原“慢火车”沿线地广人稀，
农牧民外出购物、求医都很困难。
为了解决此类难题，平日里这趟列
车承担起了“草原120”的工作，列车
上配备了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检
测仪器，便于农牧民乘坐时使用。
与此同时，草原“慢火车”上的列车
员们还承担起了义务“采购员”的职
责，经常有旅客请他们帮忙采买一
些药品、蔬菜和生活用品。开行近
30年来，这趟通往草原深处的“慢火
车”用自己的节奏，跑出了一条温情
满满的便民旅途。 （丁佳欣）

草原上的扶贫“慢火车”

本报 5月 24 日讯 （记者 杨
帆）今年以来，受经济复苏、需求恢复
影响，全区制造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今年1—4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0.5%。

其中，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1.7%，冶金行业增加值增长19.5%，
冶金行业中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行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27.0%和13.0%。从
相关工业产品产量看，精炼铜产量
24.2 万吨，增长 25.7%；钢材产量
929.2万吨，增长10.5%。

另据了解，今年1—4月份，全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3.6%。新兴产业发展稳步推进——
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33.6%，高新技术业增加值增长
49.5%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29.8%，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单晶
硅产量10.3万吨，同比增长89.7%；汽
车产量1.7万辆，增长1.4倍；风力发电
机组装机容量51.6万千瓦，增长3.0倍。

增长20.5%！
制造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本报 5月 24 日讯 （记者 李
永桃）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价格监测
中心获悉，4月 15日至4月 25日，我
区牛肉、鸡肉、鸡蛋价格上升，猪肉、羊
肉、蔬菜类价格下降，食用油价格稳中
有升，水产品价格略有升降，成品粮价
格稳中有降，牛奶、豆腐价格持平。尤
其是猪肉价格降幅较大，据价格监测
中心显示，猪带皮后腿肉、猪肋条肉全
区平均零售价格分别为每500克18.44
元、18.92元。环比，分别下降2.33%、
1.36%。同比，分别下降 25.82%、
23.95%。5月23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几家农贸市场了解到，猪肉价格每斤降
到了12元。

4月25日，牛肉、去骨羊肉全区平均
零售价格分别为每 500克 38.98 元、
41.49元。环比，牛肉价格上涨0.98%，
去骨羊肉价格下降1.31%。全区蔬菜综
合平均价格为2.93元/500克，环比下降
9.01%。

每斤12元！
猪肉价格降了

本报 5月 24 日讯 （记者 阿
妮尔）近日，从福建省武夷山陆地港始
发，终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中欧班列
在二连口岸顺利通行，这标志着二连口
岸出入境中欧班列线路增至47条。与
此同时，自2013年首列中欧班列通过
二连口岸至今，总货值累计破千亿元。

作为亚欧大陆上经济发展桥梁的
中欧班列，以其“三高一低”的优势，即
高运力、高时效性、高安全性和低廉的
价格，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的
青睐，成为国际物流首选。

为了支持二连口岸中欧班列顺利
运行，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二连海关坚持
做到“随到、随查、随放”；与铁路部门阶
段性进行信息交互，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和对称性；扩大“无纸化、智能化、网络
化”业务办理应用范围，推广使用“自动
审核、自动核销”办理模式，缩减人工操
作时间，提高通关时效；精准帮助企业享
受“汇总征税”“两步申报”改革红利，缩
短货物口岸提离时间的同时缓解企业缴
税资金压力，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增至47条！
二连口岸出入境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

本报 5月 24 日讯 （记者 杨
帆）经济发展活力如何，民间投资是首
要衡量指标。幸运的是，今年以来，内
蒙古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断增强，1—
4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4.3%，占
到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58.3%。

与此同时，1—4月份，全区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9.3%。今
年以来，全区各地抓住施工黄金期，开工
建设项目保持持续增长，全区施工项目
个数增长21.3%，亿元以上项目个数增
长19.1%。三次产业投资全面增长——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6.8%，第二产业投
资增长 72.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8.4%。补短板类投资中，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27.3%，教育卫生等社会领域
投资增长68.5%。促升级投资中，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51.7%，高技术
服务业投资增长20.8%。全区房地产
业完成投资176.6亿元，增长50.9%。

占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58.3%！
我区民间投资活力四射

走走！！从绿色草原到蔚蓝大海从绿色草原到蔚蓝大海

自2008年建立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来，这片土地上十几年来集聚了可再生
资源利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清洁能
源、智慧物流等“高精尖”前沿性产业，这些
产业项目的落地让兴安盟的工业经济发展

更具潜力、更富动力。，随着“一体两翼”“园
区振兴”战略的快速推进，多元并进、优势
互补、各具特色、循环发展的工业产业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金泉 摄影报道

园区尽显“科技范儿”

蒙佳6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

认真监盘认真监盘。。

为风机主机
涂抹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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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茂高速公路全长包茂高速公路全长31303130
公里公里，，已于已于20172017年年1111月全线通车月全线通车

20202020年年 1111月包茂高速公路包头月包茂高速公路包头
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通车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通车，，道路开通后道路开通后
包茂高速鄂尔多斯段包茂高速鄂尔多斯段

日均车流量日均车流量5823558235 辆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