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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夏日炎炎，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项目核心启动区施工现场吊塔林
立、机器轰鸣。伊利集团投资管理
部健康谷项目总监韩向辉感慨地
说：“项目能如期开工建设，得益于
各级供电部门的鼎力支持啊！”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是我区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致力于创建
全球一流的乳业高质量发展综合
体，推动产业全面升级，在进一步提
升内蒙古乃至全国乳业的国际竞争
力和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作
用。据了解，为满足该项目 38平方
公里产业发展及伊利配套牧场用电

需求，呼和浩特供电局建立大型项
目用电需求机制，靠前服务用电客
户，确保配套供电工程与其主体工
程“同步实施，同步推进”，规划建设
7 座不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及工业
区配套供电工程。目前，伊利健康
谷工业区配套供电工程正处于紧张
施工阶段，预计将新建输电线路
10.61 千米，新建杆塔 46基，其中 23
基杆塔已完成基础浇筑。

这是呼和浩特供电局服务重大
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也是电力部
门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获得电
力”的质效如何，是衡量一个地方营
商环境好坏的一把尺子。近年来，
呼和浩特供电局高度重视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坚决贯彻国家、自治区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始终把优化
供电营商环境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紧紧围绕“减环节、压时限、降成
本”，用实际行动践行首府供电责任
担当，为优化首府营商环境提供优
质电力服务。

2020 年，该局不断优化电力营
商环境工作的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了
7项制度措施，为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工作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截至
今年5月30日，全局累计受理高压报
装工程264户合计容量39.9514万千
伏安，本年度新装送电 86户合计容
量 6.0459 万千伏安；三零新装送电
6021户，送电容量7.1927万千伏安，
小微企业接电时限压缩至1.9个工作

日；线上报装率由2020年44.2%提高
至 70.66%；全口径供电可靠率由
2020年 99.976%提升至99.985%，同
比增长 0.009%；系统平均停电时间
由 2020 年 2.1 小时/户降低至目前
1.31小时/户，同比下降37.62%。

在“十四五”电网建设规划中，
呼和浩特供电局继续坚持高标准和
适度超前的原则，充分考虑首府地
区用电长周期持续增长的特性，提
高电网建设标准和输送容量。计划
投资超100亿元，新建110kv变电站
26 座，预计到 2025 年，中心城市
（区）用电年均停电时间不超过 1小
时，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98%；城
镇地区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不超过4.5
小时，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7%。

为优化营商环境“发电”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褐灰相间、整齐划一的楼宇，宽阔
平坦、干净整洁的沥青路面，颜色各
异、靓丽有序的垃圾厢房，错落有致、
便捷明亮的共享晾衣架……呼和浩特
团结小区大变样啦！

昔日脏乱差，今日换新颜，居民最
有发言权。“小区变美了！路面干净
了，以前楼房上悬挂的横七竖八的光
缆、电线不见了，墙面粉饰一新。环境
好，我们心情也舒畅。出来乘乘凉、聊
聊天，大家有说有笑，邻里关系也更融
洽了。”居住在团结小区3号楼、86岁
的王淑珍老人和几个邻里姐妹异口同
声地对记者说。

团结小区是今年呼和浩特老旧小
区改造重点项目之一。今年3月份开
始，该小区开始提档升级改造。到5
月底小区北区共17栋楼、637户改造
竣工。

“团结小区危旧小区改造项目包
括：屋顶防水，楼道刮白，更换单元门、
安装楼宇对讲，修整并铺设沥青路面，
更换自来水入户管道，增设共享晾衣
架、垃圾分类厢房、健身器材等。过

去，小区内的菜市场附近污水横流，一
到下雨天，水坑遍地、泥泞不堪，自行
车通行都困难。通过改造，小区实现
了管线入地，以前院内的‘蜘蛛网’现
象得到彻底根治。路面宽阔整洁，居
民出行更方便了。现在这个小区的房
价蹭蹭蹭地往上涨，过去搬走的居民
纷纷返巢！”团结小区社区党委书记刘
佳博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

过去，呼和浩特市呈现着“东新西
旧”“商业街区新、住宅小区旧”的面
貌。主要原因就在于老社区、老小区
存量较大，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设备缺
失或破旧、功能配套不全、管理服务不
到位等问题。

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呼和浩特
市委、市政府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解
决城市发展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
重大举措，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全力落实国家试点城市任务，大力
提升城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围绕水
电气暖、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问题，
全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分为基础类、
完善类、提升类，推动建设安全健康、
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
区。改造前，我们还充分征求了居民
意见，‘怎么改、改什么’，居民说了

算。今年，全市已实施改造的老旧小
区共有333个。”呼和浩特市住建局呼
和浩特市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史学林
介绍。

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老旧小区
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三个先后”：第
一个“先后”是先地下、后地上，满足居
民基本生活需求。今年配套同步完成
供水管网82公里、更新旧燃气管网42
公里、改造供热管网100公里。对小
区道路进行维修、养护，施划停车位，
对小区环境进行绿化、美化、亮化改
造，解决小区脏、乱、差的问题，使小区
院落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第二个“先
后”是先小家、后大家，改善居住生活
环境。为解决居民家里墙壁渗水、门
窗气密性差等问题，实施外墙外保温、
楼顶保温和更换门窗为主的建筑物节
能改造，外立面注重与周边街区、建筑
相协调，不搞千篇一律、万楼一貌。小
区内部，拆除临建和违建，公共空间建
设停车、文化体育、垃圾分类、物业管
理等配套设施。小区外部，今年配套
实施背街小巷改造39条，让城市表里
如一，建设“口袋”公园92处，让绿色
成为市民的“幸福不动产”。第三个

“先后”是先便民、后惠民，丰富社区服

务供给。建设充电设施、无障碍设施，
同步改造或建设社区综合服务、卫生
服务、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便
民市场、便利店、邮政快递服务站等社
区专项服务设施。

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
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老旧小区改造是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大抓手，更是一
项惠及民生的大好事、大实事。在呼
和浩特市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自治
区住建厅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大力
的支持，在技术上给予了大力的指
导。呼和浩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走
在全区前列。

老旧小区改造不能只是“面子”的
建设，更重要的是“里子”的维护。
2019年至今，内蒙古累计争取中央补
助资金58.7亿元，自治区配套安排补
助资金7.6亿元，重点对3568个老旧
小区内的水电气路暖等满足居民安全
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设施进行
了改造，补助加装电梯455部，新增改
建了一批社区综合服务、养老、托幼、
助餐、家政服务、便民市场、停车位、充
电桩等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
型生活需求的服务设施，惠及居民
46.4万户。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近日，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举办“中国石
油开放日”活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浪网等相关
部门及媒体、企业公众代表共50余人走进呼和浩特
石化公司先后参观了企业文化建设展厅、四机组展
台、管控中心、500万装置区，零距离、全方位了解公
司在炼制加工、党建工作、改革创新、安全环保等方
面的发展历程及辉煌成就。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获悉，截至6
月30日，内蒙古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信易贷”平台授信突破20亿元。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通过积极推广和宣传“信
易贷”，并联络和引导金融机构入驻
平台并发布金融产品，引导中小企业
通过“信易贷”平台解决资金需求，成
功为金融机构与企业搭建了快速、便
捷的融资桥梁，在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151家金
融机构，发布162款金融信贷产品，其
中52款纯信用产品，110款抵押及担
保类产品；发布融资需求868笔，融资
金额68.1亿元；已成功授信173笔，授
信金额为20.67亿元；平均每笔授信
放款时间为10天左右，纯线上产品最
快1天放款。

中小企业授信突破
20亿元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康丽
娜）为切实履行好食盐质量安全监管
职责，维护全区食盐市场秩序，保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自治区工信厅多措
并举持续加强食盐专营管理，确保食
盐质量和供应安全。

据了解，自国家盐业体制改革以
来，自治区工信厅严格落实国家盐业
体制改革相关要求，按期完成区内食
盐定点生产（批发）企业许可证重新
审核换证，及时公告拟进入自治区的
区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信息；督促承
储企业保质保量落实食盐政府储备、
企业社会责任储备任务，不定期开展
抽查，确保自治区食盐储备符合国家
要求和应急所需；对工业盐生产企业
进行摸排，加强对重点企业管控，督
促检查工业盐生产企业建立、保存完
整生产和销售记录，防止工业盐流入
食盐市场；联合有关部门集中开展全
区食盐市场联合执法检查，推进盟市
有关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保障食盐供应安全。

食盐专营管理亮剑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价格监测中
心获悉，6月份，全区主要工业生产资
料价格总体呈波动态势。其中，钢材
价格呈下行趋势，月度平均价格仍有
所上升，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涨
跌互现，水泥价格略涨，玻璃价格保
持稳定。

在经历前期持续上涨的态势后，
本月我区钢材价格开始逐旬小幅震
荡下行。6月份，建筑钢材、普通板材
全 区 综 合 平 均 价 格 分 别 为 每 吨
5358.06元、5755.92元。截至6月25
日，建筑钢材、普通板材价格较今年
以来最高价格（5 月 25 日，5585 元/
吨、5892.12元/吨）分别下降5.69%、
3.37%。本月建筑钢材、普通板材月
度平均价格较 5月份分别小幅上涨
1.19%、2.99%，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41.49%、31.33%。

预计7月份，我区钢材价格将高
位波动，有色金属价格将小幅回落。

钢材价格回落

本报 7 月 12 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2020年 6月至今，我区开展了保
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联合行动。

截至目前，此次联合行动共检查
保健食品生产主体61家次，检查保健
食品经营主体33388家次，出动执法
人员57728人次，责令整改1971家，
已完成整改企业数1969家。开展保
健 食 品 科 普 宣 传 442 场 次 ，受 众
22628 人，发放宣传材料 67665 份。
收到群众投诉举报53条，查处15起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非保健食品声称
保健功能等违法行为及其他违法行
为，罚没款项3.4万元。保健食品抽
样442批次，监督抽检419批次，合格
样品417批次，不合格样品2批次，不
合格样品检出率为0.48%。风险监测
93批次，问题样品0批次。

经过1年多的清理整治，自治区
保健食品市场暴露出的虚假宣传、违
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对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不合格保健食品出局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高
慧）近日，Y35次旅游专列从呼和浩
特东站出发，满载800余名游客驶
向阿克苏站，开启新疆 13日深度
游。这是中铁呼和浩特局暑期开行
的多趟旅游专列之一。游客到达新
疆后，将先后游览天山天池、喀纳斯
风景区、五彩滩、葡萄庄园、沙漠之
门、温宿大峡谷等景区，同时品尝当
地特色美食，体验各地特有的文化
娱乐活动。

进入7月，内蒙古迎来旅游旺
季。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部
门科学调配运力，采取“一日一图”、
加开周末高峰线等举措，全力提供
运输能力供给。中铁呼和浩特局依
托“铁路+旅游”服务模式，从7月1
日起，陆续开行新疆、呼伦贝尔、重
庆等方向旅游专列，方便游客乘坐
火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避暑消夏之
旅。

旅游专列开行啦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中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
近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自2013年
接运首列中欧班列以来，已经累计
接运中欧班列突破7000列。据统
计，截至6月 30日，二连浩特铁路
口岸今年共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
1238列，其中，入境中欧班列 538
列，出境中欧班列700列。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欧班列作为跨大洲、长距离、大运
量的新型运输方式，凭借着安全快
速、绿色环保、时间稳定等诸多优
势，成为沿线国家广泛认同的国际
公共物流品牌。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的重要国境口
岸站和中欧班列中轴通道上的关键
节点，目前经该口岸出入境的中欧
班列运行线路已达47条，辐射全国
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突破7000列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邓
玉霞）记者从满洲里海关获悉，今年
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
班列已达1610列，同比（下同）增长
20.51%。

“多亏了满洲里海关主动加班
加点为我们办理业务，避免了货物
在货场滞留，帮助我们大大节约了
经营成本。”满洲里新运货代公司王
丽娟说。

为保障中欧班列在满洲里铁
路口岸高效通行，该关加强与铁路
部门及启运地海关的协作配合，建
立信息共享和问题协同解决机制，
提前掌握班列发车、抵运情况，坚
持推行“预约申报”“舱单合并”等
便利化措施，加强对班列运输途中
的物流监控，确保当天查验、当天
放行。

满洲里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
列进出境的重要通道之一，自
2013年9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开
行第1列中欧班列以来，目前已有
53条线路在通行。班列呈现持续
快速增长态势，数量逐年递增。

增长20.51%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邓
玉霞）“以前申请注册登记许可，报
关企业得跑路递表。现在，报关企
业一趟不跑，线上申请后，不到1个
小时就收到了乌拉特海关签发的报
关企业备案证明。”巴彦淖尔市鑫芃
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奇未说。

呼和浩特海关于今年5月实行
企业备案全程网办后，实现一表申
请、一窗通办、一次办结，零成本、零
跑腿办理备案，企业备案当日办
结。此外，呼和浩特海关创新协调
员工作机制，优化监管模式。今年
以来，该单位帮助2家高级认证企
业节省通关成本逾4000万元。

下一步，呼和浩特海关将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服务自治区外贸高质量发展。

企业备案当日办结

财经眼财经眼

““面子面子””靓了靓了 ““里子里子””强了强了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目睹石油魅力目睹石油魅力

□文/本报记者 高慧 图/李凯

近日，横跨洮儿河湿地公园腹地的洮儿
河特大桥进入吊梁施工阶段。该桥是G5511

二广高速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草高吐（通兴
界）至乌兰浩特段公路的控制性工程，桥梁全
长1764米，海拔高度253米至258米，大桥主
体结构预计2022年上半年全部施工完成。

G5511二广高速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草高吐（通兴界）至乌兰浩特段主线全长
158.2公里，概算投资68.565亿元。该项目
是对原省际通道的改扩建。项目的建设对
改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促进沿线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桥吊梁大桥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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