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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记者 王冠静

日前，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成
功助力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与额
济纳旗人民医院完成 5G远程会诊、
超声指导、查房等远程诊疗医疗操
作。这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远
程医疗中心首个依托5G技术实现远
端医疗专家指导基层医院实施跨地
域医疗诊治的案例。

“画质非常清晰，全程高速、无延
迟的5G网络信号让我们有了新的感
知，这在以前是没有体验过的。”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远程医疗中心副
主任苏日娜说。

额济纳旗地处偏远戈壁，医疗条
件有限。而如今，通过搭载内蒙古移
动构建的区、市、县、镇四级 5G医疗
专网，远程会诊、远程超声、远程查房
都一一化为现实，打破了时间和空间
的壁垒，大漠深处的农牧民在家门口
也能享受到专家远程会诊的便利。

不仅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基于5G的医疗应用探索在全区各大
医院纷纷开启……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与
内蒙古移动共同打造全国首家“院内
院外全空间，诊前诊中诊后全时段”
的互联网蒙医医院，打造民族医药发
展新模式，提升群众就医的体验感、
获得感、幸福感。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在完成“云化”改造期间，采用中国移
动最前沿的“私有云”形式进行构建，
使数据传输线路直连云计算资源池，
将医院缴费系统、院内各科室信息化
系统全部迁移上“云”。该系统依托
中国移动呼和浩特云计算数据中心，
采用“一天一增备，一月一整备”的方
案进行数据收集，按月进行整合存
储，为医院数据及患者数据提供安全
保障。

去年年初，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
段，内蒙古移动首个“5G+热成像测
温系统”落户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单
位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日检
测量 1200 人次，为疫情防控筑起坚

强防线。
不仅是移动，联通、电信也在大

力推进5G网络、技术、产品与应用的
深度融合，在医疗领域积极探索，充
分发挥5G对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带
动和促进作用。

随着 5G与医疗场景深度融合，
实时异地诊疗将不再是梦想，远程医
疗、远程会诊将更加便捷和高效，智
慧诊疗时代已然来临。

据了解，为满足5G需求，我区全
面加快 5G建设。近两年，全区已累
计建成 5G基站 11000 个。今年，我
区 5G建设投资预计为 27.6 亿元，预
计建成5G基站10929个，5G网络测
试覆盖率达到98.64%。

5G＋医疗 异地诊疗飞落偏远农牧区

□本报记者 李永桃

“筋道，清香！”在2021年中国品
牌日活动中，上海市民王磊一边品尝
兴安盟龙鼎大米，一边啧啧称赞。

日前，为期3天的2021年中国品
牌日活动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在内
蒙古线下体验区，内蒙古蒙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快乐小羊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兴安盟龙鼎（内蒙
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盛
装亮相。同日，内蒙古的云上展馆更
是吸粉无数。

据自治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内蒙古线下体验区整体设计
响应了本次大会“聚力双循环，引领新
消费”的号召，共设区域公用品牌、内
蒙古绿色农畜、内蒙古味道和内蒙古
制造4个展示区，来集中展示内蒙古
本土品牌企业及产品，期望通过本次
对外推介展会推动内蒙古知名品牌走
向世界舞台。

内蒙古幅员辽阔，农牧业资源富
集，自然条件优越，是国家重要的绿色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立足农
牧业资源秉赋，近年来，内蒙古高度重
视农牧业品牌建设工作，深入实施品
牌强农战略，坚持市场导向，提升产品
品质，塑造品牌特色。以自治区优势
特色产业为依托，创建了 10个国家
级、19 个自治区级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基础，通过
挖掘和培育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建
设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基地，做精做
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依
托各类农牧业展会、产销对接会等，持
续开展农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进一
步提升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截至目前，内蒙古
已连续3年深入实施农牧业品牌提升
行动计划，着力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助
推绿色农畜产品更好地走出去。
2021年，自治区政府印发了《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1年-2023年），绘制了今后3年
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时间
表、任务书、路线图。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内
蒙古农牧业品牌建设进程加速，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知名度和影
响力有了大幅提升，形成了政府强力
推动、企业主动创建、社会积极参与的
良好局面，品牌引领带动作用明显增
强，市场竞争力增强。

日前，2021年度世界乳品创新奖
正式揭晓，伊利赢得九大奖项提名，并
成功斩获最佳乳饮、最佳功能性乳品、
最佳包装设计三项大奖，成为亚洲唯
一获奖乳企，获奖数量更是位居全球
第一。

谈及伊利屡获全球行业大奖的原
因，集团总裁助理云战友表示，“立足
于消费者日益细分的健康营养需求，
伊利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全产业赋
能增效，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品质好
奶。”

“品质”二字即为答案！
此前，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曾指

出，唯有始终坚持品质思维的企业，才
能稳健长久地发展，唯有用品质思维
塑造的企业品牌，才能枝叶常青，持续
赢得消费者的心、赢得市场。

不仅是伊利，在质量时代，越来越
多的企业不约而同地将品质作为核心

追求。
日前，赤峰东黎羊绒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荣获2020年度“内蒙古自治区
主席质量奖”。这份荣誉既是对获奖企
业质量管理的肯定，也将发挥质量标杆
示范作用，引导和激励全区各行各业加
强质量管理，追求卓越绩效，实现高质
量发展，全面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如今，内蒙古已形成一批品质优
良、特色突出、品牌辨识度和市场认可
度较高的农牧业品牌。科尔沁牛、乌
兰察布马铃薯、兴安盟大米等11个特
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鄂托克阿尔巴斯山羊
肉、扎兰屯黑木耳、阿拉善白绒山羊、
阿拉善双峰驼、鄂托克螺旋藻入选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单。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累计认证总数达
到2136个，总产量913.21万吨，有机
产品产量全国第一。274个优质特色
农畜产品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产品数全国排名第一。

内蒙古品牌走向更广阔舞台，未
来可期。

本报 7月 19 日讯（记者 张慧
玲）近日，内蒙古达拉特经济开发区
增量配电改革试点润能一号变电站
开工动员大会在达拉特经济开发区
召开，这是内蒙古增量配电改革试点
项目中首个开工建设的变电站。

据悉，此次开工建设的润能一号
变电站为110千伏变电站，项目总投
资7000万元，规划建设2台 6.3万千
伏安变压器和9.45公里架空线路，计
划今年10月投入运营，届时可实现向
园区企业供电。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各方电力资源整合，有效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提高园区电力供给能力，将
为达拉特旗实施源网荷储项目、打造
电力成本洼地奠定坚实基础。项目
在全区乃至全国增量配电业务改革
工作中具有较强的示范推动作用。

内蒙古增量配电改革试点
首个变电站开工建设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阿妮
尔）近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多措并
举全面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具体举措包括：明确交通道路沿
线、旅游景区（点）、电力、水利、能源、
矿山等区域相关部门的防治责任和
防治任务；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加
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协调
联动，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传递到防
灾责任人、群测群防监测员和受威胁
群众中；结合趋势预测，密切关注雨
情、水情，对本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开展经常性巡回检查，特别是针
对重点防治区域开展汛前排查、汛中
检查和汛后核查工作；严格执行汛期
24小时值班制度和灾情险情速报制
度，一旦发生灾情、险情要按照地质
灾害速报制度的要求迅速上报。

汛期来了！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本报 7月 19 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1-5月
份，全区口岸进出境货运量为2457.6
万吨，同比增长14.2%，其中进境货运
量为 2083.9 万吨，同比增长 11.1%；
出境货运量为373.7万吨，同比增长
28.1%。

对俄口岸进出境货运量为845.7
万吨，同比增长4.8%，其中进境货运
量为658.2万吨，同比下降1.5%，出境
货 运 量 为 187.5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35.3%。对蒙口岸进出境货运量为
1611.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进
境货运量为 1425.7 万吨，同比增长
18.1%，出境货运量为186.2万吨，同
比增长21.7%。

全区口岸进出境客运量为 25.9
万人次，同比下降51.3%，其中进境客
运量为12.9万人次，同比下降52.5%，
出境客运量为 13万人次，同比下降
50.2%。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为
23.9万辆架次，同比增长6.7%，其中
进境交通工具为11.5万辆架次，同比
增长2.7%，出境交通工具为12.4万辆
架次，同比增长11.7%。

再增长！
全区口岸进出境货运量
突破2000万吨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康
丽娜）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官网公布
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内蒙古19
家企业上榜。

据悉，示范平台要围绕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支持创新
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
地”的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
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决策部署，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
组织带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主动为中
小企业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承担政
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在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力制造业做
实做强做优等方面发挥好服务支撑
作用。示范平台认定有效期三年，有
效期从公告之日算起。

喜报！
19家企业入选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李
永桃）“我们申请的出口退税业务资
金两天就到账了，出口退税服务平台
真是方便！”近日，久泰能源（准格尔）
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有文激动地
说：“402万元的退税资金不仅为企
业增加了现金流，解决了企业资金周
转难题，而且税务部门的优质服务更
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增添了信心。”

出口退税的退税款是最直接、最
直观的优惠。为了更好地解决企业
资金周转难题，让企业第一时间拿到

“真金白银”。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
斯大路煤化工基地税务局深化落实

“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快
出口退税审批速度，压缩退税到账时
间，将出口退税办理时限控制在5个
工作日以内，确保企业“足不出户”快
速准确收到出口退税。

收退税
不用出门就能办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杨
帆）这是内蒙古融入全方位开放的
大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余
个省市的2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和
投资机构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产
能指标交易平台进行集中交易，累
计置换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能近
2200万吨，实现交易额突破10亿
元，有效服务了自治区能源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了生态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

产能指标置换交易是服务国企
“三去一降一补”、化解过剩产能、促进
能源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重要
方式。近年来，山西、福建、江西、山
东、广西、四川等地的多家产权交易机
构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8年，内
蒙古产权交易平台依托自治区能源大
省优势，不断适应新形势，通过市场化
方式服务去产能，也帮助众多企业走
出了盲目寻找市场的困境，缓解了企
业资金压力，减轻了企业负担，对自治
区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和退出落后产
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去产能
内蒙古是认真的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杨
帆）内蒙古冶金产业有无发展后
劲，关键看创新。近日，我区工业
长子——包钢薄板厂批量生产出第
一卷SGCC-Re型稀土镀锌钢板，
进一步丰富了包钢稀土系列产品。

包钢稀土镀锌板研制起步于
2019年，2020年完成首次工业试
制，并开展了大量的防腐蚀性能研
究和用户跟踪调研。与普通镀锌钢
板相比，稀土镀锌板具有更好的耐
腐蚀性，产品性能得到进一步提
升。本次稀土镀锌钢板工业化批量
生产，为内蒙古稀土镀锌产品大规
模推向市场奠定了基础。截至目
前，包钢累计完成和在研的稀土钢
项目共计70余项，能够批量生产的
达到 5大类、50余个稀土钢品种。
2021年1-5月，包钢累计生产稀土
钢产品25.5万吨。下一步，包钢将
继续丰富稀土钢系列产品，加大市
场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市场影响力。

突破！
我区稀土镀锌板
开始工业化批量生产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 康丽
娜）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关于调
整水源性高水碘地区未加碘食盐供
应范围的通知》，确定调整水源性高
水碘地区未加碘食盐供应范围。

其中，停供未加碘食盐的范围包
括：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西黑
沙图村、南园子村及河口居委会河口
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毛岱水厂供水
覆盖的双龙镇、将军尧镇所辖行政村
及美岱召镇毛岱村共 79个行政村。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镇
东哈拉图达嘎查、架玛吐镇五间房村
均采取了改水降碘措施，生活饮用水
水碘含量在100ug/L以下，达到正常
饮用水碘含量标准，取消原停供加碘
食盐、供应未加碘食盐策略，今后以
供应加碘食盐为主，合格碘盐覆盖率
90％以上。继续加强呼伦贝尔市新
宝力格苏木贡诺尔嘎查、新巴尔虎左
旗阿木古郎镇乌尔逊社区居委会、双
拥社区居委会、锡林社区居委会、呼
格吉乐社区居委会、伊博乐社区居委
会水源性高碘地区水碘含量和社区
成人病情调查，暂缓未加碘食盐供
应，应供应加碘食盐，合格碘盐覆盖
率90％以上。

周知！
这些地方停供未加碘食盐

走出去走出去，，让内蒙古品牌更亮丽让内蒙古品牌更亮丽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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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摄影报道

在赤峰拓佳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
副武装”的工人们正忙着生产液晶显示屏，这
批订单将用在华为手机上。据了解，依托赤
峰拓佳光电有限公司，赤峰市规划建设了赤
峰拓佳电子产业园。产业园以打造中国北方
最大的智能移动终端产业集群和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智能移动终端生产基地为目标，大力
引进显示模块、智能手机整机、智能穿戴、
AR/VR 产品等配套产业，以促进赤峰市工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向智能制造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