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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记者 康丽娜

“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回乡的蒙
商们为内蒙古营商环境的改善而感慨。

“投资兴业前景可期！”民营企业
家们为内蒙古的发展变化而赞叹。

近日，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蒙商恳谈会在呼和浩
特召开。在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
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大会召开前夕，召开本次恳谈
会，对于凝聚蒙商力量，打造蒙商品
牌，提振蒙商发展信心，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实现“十四五”顺利开局、推动内
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促进作用。
来自全区12个盟市负责招商的

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八方优强民营企业
家们推介重点项目，项目涵盖现代能
源和煤化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高端
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制药、生态
环保、新型材料、现代物流等多个领
域。一个个好项目吸引了民营企业家
们的灼灼目光，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
向，充分发挥出蒙商“以商招商”“以会
招商”的重要作用。

海南省蒙商联合会会长、海南省
内蒙古文化研究会会长崔树诚激动地
说：“隔着海峡向北望，草原深处是家
乡。在海南定居20余年，我不会忘记
我的根在内蒙古。我有责任在海南大

力宣传推介内蒙古。希望海南省和内
蒙古两地能够加强互动，借助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利好政策和便利来发
展蒙商、发展内蒙古。”

上海内蒙古商会执行会长、上海
奇正地产董事长方铭贤感慨地说：“内
蒙古矿产资源、农牧业资源富集，这是
我们的优势，但短板就在于资本实力
不足。而恰好上海资本雄厚，如果能
够以上海之所长补内蒙古之所短，加
强两地交流互通，连接内蒙古大草原
和苏浙沪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未来
前景将非常广阔。”

吸引大批蒙商及外埠商协会来内
蒙古投资兴业的不仅在于近年来我区
营商环境有了质的提高，更在于民营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20年底，全区各类民营市

场主体共 220.6 万户，占全区市场主
体总数的97.4%；全区民营经济增加
值 10503 亿元，占全区 GDP 比重达
60.5% ；全 区 民 营 经 济 纳 税 总 额
1618.1 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63%；全区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
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2.2%；全
区城镇民营单位从业人员 481.7 万
人 ，占 城 镇 从 业 人 员 的 比 重 为
63.4%。全区民营经济呈现出稳中有
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相信在我区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民营经
济发展必将迸发出更强的活力。

八方蒙商投身家乡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记者 王连英

7月3日一大早，呼和浩特市市民
梁丽只带一部手机就出门了。坐地
铁、逛商场、吃饭等所有需要花钱的地
方全部手机支付，方便又安全。

梁丽的生活片段真实地反映了当
前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支付状
态，“一部手机走天下”已成为一种实
实在在的生活。这样的便捷方式是人
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多措并举大
力提升支付服务水平的成果体现。

近年来，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
支行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以实际
行动提升金融支付水平、优化金融支
付环境，让广大企业和居民享受到了
现代金融服务的便利与高效。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深入居民生
活。2017年，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
支行正式启动内蒙古自治区移动支付
便民工程，围绕便民宗旨，组织银联、
商业银行、支付机构抓好移动支付产
品和场景，加强工作统筹，全面提升人
民群众的支付服务体验。

在产品侧，推动“云闪付”银行业移动
支付统一APP建设和各行APP互促发
展，以账户服务为亮点，信用卡还款、便民
缴费、公共服务等功能体系日趋完善。

在场景侧，截至2020年末，全区
移动支付场景应用已覆盖全区城市公
交、呼和浩特地铁1、2号线、1508个
加油站、85个停车场、33家三级医院、
1842家线下药店、46所高校、167个
交通罚没终端、3980个商超门店、新
增小微商户70620户、60个 4A级以
上景区、328家酒店、1412家餐饮门
店、全区有线电视缴费以及线上线下
税务缴费等，便民、惠民水平进一步提
升。截至目前，全区建成76个移动支
付示范县，覆盖率97.4%，打造6个引
领县，完成3783个助农取款服务点移
动支付受理改造，推动移动支付服务
下沉农村牧区。

在移动支付迅速发展的同时，农
村牧区支付服务环境也得到极大改
善。来自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的资料显示，2015年我区实现了助农
金融服务点在村级行政区全覆盖，为
农牧民提供小额现金取款、转账、缴

费、查询等便利的基础金融服务，成功
构筑起在政府和农牧民之间的一条安
全、便捷的资金直补绿色通道，打通了
农村牧区支付的最后一公里。截至
2020年末，农牧区建设助农金融服务
点 数 量 16281 个 ，嘎 查 村 覆 盖 率
96.51%，全年农牧区助农取款服务点
办理取款、汇款、代理缴费、消费、查
询、其他支付业务（信用卡还款，贷款
发放、还款、查询，社保查询）合计
518.23万笔，金额55.44万元。

同时，企业银行账户服务得到全
面优化。2019年7月，自治区全面取
消企业银行账户开立行政许可，即境
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
个体工商户在银行办理基本存款账
户、临时存款账户业务，由核准制改为
备案制，人民银行不再核发开户许可
证，企业开户基本实现当时办结。银
行机构办理企业开户业务流程大为简
化，减少了企业往返银行次数，开户时
间大幅缩短。同时，取消对账户开立
后付款功能启用时间的限制，企业银
行账户自开立之日即可办理收付款业
务，账户使用便利度大幅度提升。

2020年7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
支行组织辖区 11家银行机构对 535
家企业开户时间进行抽样调研，调研
结果显示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
开户时间较取消许可前平均缩短1.82
天。其中，41.87%的企业银行账户在
开立当日即投入使用。

为持续优化企业营商环境，2020
年 4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主动对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印发《关于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推动政银合作发展的指导意见》，
推动银行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与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由
签约行代办营业执照，实现申请企业
注册与开立银行账户等业务联办，提
供“一站式”便利活动。截至2020年
底，签约银行代办网点已实现自治区
全覆盖，为全区企业注册开户提供便
利化支持。

金融支付便利化举措的不断推
出，支付服务水平的不断优化升级，为
企业生产经营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
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财经眼财经眼

金融支付服务让生活更美好金融支付服务让生活更美好

新阶段新阶段··新理念新理念··新格局新格局

本报 7月 5日讯 （记者 杨帆）
今年以来，全区各地持续贯彻落实扩内
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消费市场稳步恢
复，消费提质升级步伐加快。1—5月，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直逼1900亿
元，达到1893.3亿元，同比增长15.8%。

消费市场平稳向好，恢复态势逐步
加快。1—5月，全区限额以上粮油食品
类、服装鞋帽类及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
10.2%、26.6%和 21.7%。消费升级方
面，1—5月，全区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
化妆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和金银珠宝
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3.5%、
36.9%、42.6%和67.7%。

限额以上餐饮业收入增幅首次转
正，网络销售增势喜人。1—5月，全区
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2.2%；5月
当月，限额以上餐饮业收入同比增长
60.0%，年内增幅首次转正；限额以上单
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51.2%；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43.7%，拉动限额以上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13.4个百分点，是拉动力
最强的力量。

消费品零售总额
前5个月直逼1900亿元

本报7月5日讯 （记者 王连英）
记者从内蒙古证监局获悉，去来，我区境
内上市公司创新驱动不断增强，现金分
红保持高位，延续了稳健经营、努力回报
投资者的良好形象。

2020年，我区境内上市公司持续加
大技术研发与产业投资，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研发方面，实
体类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约
57.58亿元，同比增长22.12%，远超营收
和净利润增速；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
为3.17%，研发强度同比提高0.16个百
分点，连续6年实现正增长，比全国上市
公司2.6%总体研发强度高出0.57个百
分点，也创出我区国内上市公司历年研
发强度的最高水平。

此外，我区境内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预计再创新高，共有 15家上市公司在
2020年年报中推出派现方案，预计现金
分红128.07亿元，同比增长15%；现金
分红占净利润的57.63%，较上年同期提
升10.11个百分点。

我区实体类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同比增长22.12%

本报 7月 5日讯 （记者 杨帆）
日前，随着武川风电场蒙能3号风机叶
轮在百米高空精准对接，标志着蒙能集
团首个风电供热项目——武川风电供热
10万千瓦项目40台风力发电机组全部
吊装完成，向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目标
继续迈进。

作为重点项目之一，蒙能集团武川
风电供热项目人员相继克服核准早、启
动晚、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多次与风
机厂家沟通谈判，派专人驻厂催交设备，
最终实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

项目整体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
提供上网电量2.4亿千瓦时，年均减少
燃煤7.44万吨，每年预计实现利润1000
多万元，可满足武川地区电力负荷快速
发展需求，有效缓解当地电力供需矛
盾。同时，采用新能源发电供热，减少了
煤炭运输对环境的污染。

武川风电供热10万千瓦项目
吊装完成

本报7月5日讯 （记者 康丽娜）
近日，“我要办电”业务模块正式在“蒙速
办”APP上线，这意味着内蒙古电力集
团公司成功打通电力系统与电子政务平
台的数据接口，实现电力营销数据同政
府机构数据有效共享。

据了解，这是内蒙古电力集团继蒙
电 E家 APP、微信公众号、95598 网站
后，再次推出的线上办电业务新渠道。
用电客户注册登录“蒙速办”APP后，选
定内蒙古自治区站点，在搜索服务栏内
搜索“内蒙古电力集团办电服务”即可进
入用电业务办理页面。目前共设置办电
指南、办电申请、办电进度 3个二级模
块，支持个人、企业低压、企业高压、集体
报装、增容5项办电业务的全流程线上
办理，同时，可在线查看各类办电业务指
南，实时查询业务办理进度，方便又快
捷。

“蒙速办”APP
开通办电业务了

本报7月 5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1—5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1.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0%。其中，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4.9%。工业行业
增长面保持在七成以上。

1—5月，全区规模以上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幅较1—4
月放缓4.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21.1%，较1—4月加
快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增长2.6%，较1—4月放缓1.9个百
分点。全区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28个工业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
增长，行业增长面为75.7%，今年以
来持续保持在七成以上。其中，22
个工业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
长。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
增长面保持七成以上

本报7月 5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近日，呼和浩特首个万吨级
绿色液氢能源项目—空气产品久
泰氢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在托克
托县签约。

据了解，该项目是托克托县政
府、空气产品公司与久泰集团三方
携手，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
发挥各自在技术、产品、资源、政
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打造
的绿色能源项目。项目将采用全
球最先进的装备技术，完成氢气提
纯、液化、压缩、液氢贮存、装车系
统及液氢供应链，建成日产30吨液
氢能源项目，并在呼和浩特市主城
区和托克托县投资建设20座液态
加氢站，有力保障呼和浩特市能源
结构转型，实现绿色氢能闭环产业
链，助推我区氢能产业发展提质提
速。

呼和浩特首个万吨级
绿色液氢能源项目落地

本报7月 5日讯 （记者 杨
帆）近日，世界新型高速公路桥梁
伸缩缝用π型钢在包钢轨梁厂2号
万能轧钢生产线首次面世，填补了
世界高速公路桥梁伸缩装置领域
异型钢空白。

包钢联手河北企业共同创新
研发的这种桥梁伸缩缝用 π型钢，
替代老式焊接用钢和普通组件伸
缩装置，可解决易开裂、易变形、车
辆行驶时噪音大等问题，同时具备
抗压减震效果好、安装施工方便、
全寿命免维护等特点，适用于各种
环境下的高速公路桥梁路面对接。

包钢轨梁厂是世界最大的重
轨、型钢生产基地，拥有2条国际先
进的万能轧机生产线，所生产的重
轨有力支持了国家高铁事业发展，
实现了设备与产品由“万能”向“万
型”的转变。

包钢新型桥梁伸缩缝用钢
填补世界空白

本报通辽7月5日电 “您好，
你们公司适用疫情防控期间的税
收优惠政策，今天正式发布公告，
该政策的适用期限延长了！”霍林
郭勒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和纳税人分享了这一利好消息。
为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税惠政策，
助力企业复产复销，霍林郭勒市税
务局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不忘进行税惠政策宣传。

据了解，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
实事暨2021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已拉开序幕，当地税务局通过持续
开展税企座谈、街头宣讲、政策入
户等一系列宣传辅导活动，将税收
优惠政策送到纳税人缴费人手
中。此外，该局本着“对纳税人最
少打扰”的基本原则，坚持案头分
析为主、实地核查为辅，为提高纳
税人满意度、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提
供便利。

（包爱军 万丽丽 张佳楠）

税收优惠政策
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文/本报记者 冯雪玉 图/冀云洁

二广高速全长2685公里，是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和陆路连接欧亚最便
捷通道，也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通道。二广高速公路在内蒙古境内全长
413.86公里。目前，除正在改扩建的二赛项目（二连浩特至赛罕塔拉段）外，各
段落已建成通车。二广高速公路从二连浩特向南，串联起疏港公路、331国道、
京藏、京新高速等国省干线，把纵横全国的数条骨干道路纵连成网。二赛项目
建成后，从二连浩特口岸南出发，3小时可抵达乌兰察布市，4.5小时到达呼和
浩特市，对完善国家和自治区高速公路网布局，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和旅游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区建成全区建成7676个个移动支付示范县移动支付示范县

覆盖率覆盖率9797..44%%
打造打造66个个引领县引领县

完成完成37833783个个助农取款服务点移动支付受理改造助农取款服务点移动支付受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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