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准9大领域
重构产业格局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康丽
娜）记者日前从呼和浩特市工信局获
悉，该局聘请第三方机构正在研究编
制《呼和浩特市工业九大领域产业链
提升图谱》（以下简称《图谱》），引导服
务全市绿色食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等9个重点发展领域，推
动构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传统产业
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格局。

《图谱》概述了九大制造业领域全
国发展现状，呈现了产业链上下游全
景图，分析了呼和浩特现有产业基础，
并提供了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重点企
业、优势产品名单，为精准招商和转型
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索引。《图
谱》编制完成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各
重点企业可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企
业的实际进行借鉴和创新，在发挥比
较优势的基础上，确定未来发展的产
业链，在实践工作中发力精准招商，推
动转型发展。目前，《图谱》内容正在
进一步完善中，预计9月底前编制完
成。

邮政业务增长29.81%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获悉，1
到7月份，全区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
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
计 完 成 44.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38%。业务总量累计完成36.24亿
元，同比增长29.81%。

据了解，1到7月份，全区邮政服
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4.23亿元，同
比增长14.37%。邮政寄递服务业务
量累计完成 2.11 亿件，同比下降
0.32%。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2.45亿元，同比增长8.74%。全
区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1.36
亿件，同比增长47.02%。业务收入完
成28.12亿元，同比增长31.09%。其
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1811.24万
件，同比增长9.5%。异地业务量累计
完 成 11762.29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55.59%。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
完成50.84万件，同比下降3.64%。

此外，1到7月份，同城、异地、国
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
递 业 务 量 的 13.29% 、86.33% 和
0.37%。业务收入分别占全部快递收
入的 6.89%、48.31%和 1.52%。与去
年同期相比，同城快递业务量占比下
降4.56个百分点，异地快递业务量上
升4.75个百分点，国际及港澳台业务
量下降0.2个百分点。

金融助力 企业纾困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王冠
静）记者从伊金霍洛旗金融办获悉，面
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伊金
霍洛旗金融办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优
势，完善“政银担”贷款模式，为受困企
业注入金融活水。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期间，伊金霍
洛旗金融办协调银行类金融机构向受
疫情影响的行业倾斜信贷资源，安排
专项抗疫情资金，加大专项贷款投放
力度，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调整还
款方式、延长授信期限等措施，支持受
影响企业有序高效恢复生产经营。其
中，摸排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
151家，农户220家，农企10家，村集
体经济23家，截至目前，已对接成功
企业6家，农户35户。坚持做好疫情
防控和金融保障“两不误”，优化“非接
触式服务”渠道，强化网络银行、手机
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
保障。

科尔沁区老旧小区
要换新颜了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邓玉
霞）记者从通辽市科尔沁区住建局了
解到，目前，科尔沁区已完成2021年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项目建议书、可
研批复、设计招标及施工招标等前期
工作，施工单位已进场施工，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

根据通辽市2021年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通辽市科尔沁区计划改造
107 个老旧小区（含单体楼），涉及
331栋楼，改造面积约134万平方米，
惠及居民约 14584 户，改造内容包
括排污管网、供热管网、给水管网、路
面硬化、路灯、电力设施等，计划投资
13493.23万元。

出租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考试有变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高
慧 实习生 胡晓娜）近日，内蒙古
交通运输厅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
做好全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考试管理有关工作，并将于11月1
日正式启动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两证合一”和“两考合一”工
作。

通知强调，要实行出租汽车驾
驶员（包括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全国公共科
目考试与区域科目考试“两考合
一”。考试合格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将统一核发《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实现《巡游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两证合一”。同时，原持有“双
证”的驾驶员，可直接换发新证。增
加巡游车或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范围的，可以在考试合格后获得包
含两种从业资格的新证。通知要
求，实施“两证合一”与“两考合一”
后的考试费用不得高于原考试费
用。

外贸增长15.8%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邓

玉霞）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
7个月自治区外贸进出口值 675.3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5.8%。

我区对蒙古国进出口172.7亿
元，增长 33.3％，占 25.6%；对俄罗
斯 100.4 亿 元 ，下 降 6.2％ ，占
14.9%。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外贸进出口 391.7 亿元，增长
14.4%，占58%；对RCEP成员国进
出 口 189.4 亿 元 ，增 长 34% ，占
28.1%。出口商品以钢材、机电产
品、农产品为主。

从贸易方式来看，前7个月自
治区外贸仍以一般贸易为主，保税
物流和加工贸易大幅增长。一般贸
易进出口446.3亿元，增长11%，占
同期外贸进出口值的 66.1%。同
期，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120亿元，
下降 6.6%，占 17.8%；保税物流进
出 口 78.1 亿 元 ，增 长 83.6%，占
11.6%；加工贸易进出口29.1亿元，
增长251.7%，占4.3%。

特种轻稀土耐热剂
破壳而出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包
荭）近日，包头稀土研究院成功研发
出特种轻稀土耐热剂产品，耐热性
能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陶氏
RMB-9001）水平，实现此类高附
加值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特种轻稀土耐热剂产品主要用
于硅橡胶、氟硅橡胶，由稀土分离与
应用团队联合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共同研发。经中国航发北
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试验验证，该产
品充分利用橡胶、轻稀土的理化性
质，有效提高硅橡胶、氟硅橡胶材料
的耐热等级。产品的成功开发，拓
宽了轻稀土资源应用领域，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能源价格涨跌互现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李

永桃 实习生 梁琛）据自治区价
格监测和认定中心数据显示，8月
第二周全区高热值动力煤、焦炭、
LNG（液化天然气）价格上涨，低热
值动力煤、CNG（压缩天然气）价格
下降。

本期，全区动力煤平均坑口折
标价格为 435.23 元/吨，环比上涨
1.07%，涨幅回落 3.86 个百分点。
全区焦炭平均出厂价格为2364.75
元/吨，环比上涨2.26%。

全区国产LNG平均出厂价格
为5195元/吨，环比上涨2.27%，涨
幅回落 8.3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65.24%。进口LNG平均出站价格
为4625元/吨，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57.31%。LNG 平均零售价格为
5670.17元/吨，环比上涨8.17%，同
比上涨56.48%。平均零售价格为
3.45元/立方米，环比略降 0.54%，
同比上涨6.15%。

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各地煤炭
保供力度加大，煤炭市场有效供应
增加，价格出现回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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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慧 实习生 梁琛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
部印发通报，决定命名鄂尔多斯市、
苏州市、厦门市等 16个城市为首批

“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
早在 2018 年，交通运输部联合

公安部、商务部在全国组织开展城
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并
于当年 6月公布了第一批创建城市
名单，当时鄂尔多斯市便位列其中。

示范工程建设要求以城市为组
织主体，坚持“客货并举、便民高效、
综合施策”的原则，整合各方物流资
源，完善干支衔接的公共货运枢纽
设施，优化城市配送车辆便利通行
政策，推广应用新能源城市配送车
辆，实现城际干线运输和城市末端

配送的有机衔接，形成集约高效的
城市货运配送组织链条，提升流通
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鄂尔多斯
市在新能源配送车辆运营、配送中
心建设、末端配送站建设、绿色配送
平台建设、先进组织模式推广应用
等方面投入资金近6000万元。

新能源物流车的应用是绿色货
运示范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鄂尔
多斯市对城市绿色配送新能源货
车、电动三轮车给予通行便利，并在
示范区商超、社区、大型公共停车场
等设置绿色货运配送车辆专用停车
位及充电桩。目前鄂尔多斯市示范
区（东胜区、康巴什区）新增城市配
送新能源货车 71辆、快递电动三轮
车 50辆，整合冷藏保温运输城市配
送车2辆，在中心城区停车场内施划

绿色货运配送车辆专用停车位 520
个，建设新能源车辆充电桩 280 个，
城市配送新能源纯电动货车保有量
与充电桩总量的比值达1∶4。

物流配送中心是绿色货运的重要
节点。创建期间，鄂尔多斯市加快推
进城市配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集仓储、堆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
一体的综合型物流园区——博众物流
配送中心，建成公共配送中心——宏
业快递物流电商产业园，逐步形成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的配送节点网络，强
化城市之间区域联动和城市对外辐射
功能。

“通过集中配送和共同配送等方
式，将我们生产经营的各地特色农
副产品送到各大超市和经销点，现
在我们已经形成了‘四共一同’的格
局，即共用仓储配送中心、共用配送

车辆、共享网络信息、共享网络资
源、同城配单，既节约了配送成本，
又降低能耗。”博众农贸负责人陶治
说。

末端配送站建设用来解决绿色
货运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鄂
尔多斯市已在社区、高校、商务区等
建设 209 个末端共同配送站，布设
254 组智能快递柜，分布于 3 个学
校、237 个小区，为这座城市居民生
活创造着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离不开绿色
配送平台，为满足日常运行监测、车
辆监管、设施查询、数据分析等需
要，鄂尔多斯市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
和理念，积极对接部级平台，建成了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运行监测平台和
充电桩信息平台。

这个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亮眼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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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近日，北京管道内蒙古输
油气分公司为促进员工熟知
管辖设备设施，熟练掌握设备
规格型号、关键参数和结构原
理等，组织开展了“抄铭牌、记
参数”活动，及时消除了设备
深层的安全隐患、积极拓展了
设备的高效运用。

3D打印颈部医用外固定支具介绍3D打印产品

工作人员认真抄记设备参数工作人员认真抄记设备参数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在和林格尔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内蒙古子
殷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医用
外固定支具。

该 公 司 联 合 西 安 交 大 共 同 研 发 了
CHCOMCT系列3D打印设备，目前已将3D打
印技术引入到生物医学导航领域，在脑部肿瘤治
疗中展开了临床试验。今年，公司和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内蒙古计量测试研究院共同申报的
《基于3D打印的膝关节置换数据采集及应用》的
合作项目申报成功并且已经启动。

33DD打印打印

消除隐患消除隐患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自从被评为首批自治区诚信示
范单位后，公司在招标采购等方面
享受优惠和便利。我们也从自身做
起在全社会推广‘诚信’。从原材
料、生产把控到终端诚信经营，内控
标准均高于国家标准，向社会展示
诚信企业风采。”天奇蒙药集团党群
总监王鑫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已
经成为了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法则。

“各类社会主体3年之内没有失信记
录，通过自愿申请，出具信用承诺、
信用报告等材料，就可以申报自治
区诚信典型。”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
会信用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
导意见》中强调，要多渠道选树诚信
典型，鼓励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在
监管和服务中建立各类主体信用记
录，向社会推介无不良信用记录者

和有关诚信典型，开展守信联合激
励。2018年 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创
建示范活动的通知》，指出对于创建
示范活动，凡是没有依据的一律取
消，凡是内容相近的一律合并。

为了全面落实国家关于诚信典
型选树的工作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建
立统一、权威和具有公信力的诚信典
型选树工作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多
行业规范开展此项工作，2018年 10
月，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内蒙
古自治区诚信典型选树实施办法》，
明确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推动
此项工作。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工作
机制，加强对诚信典型的管理，2020
年 8 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诚信企业管理办法》，
从层级管理、激励措施、监督管理等
方面，对全区诚信典型的认定发布及
管理工作进行了细化。截至目前，共
发布诚信典型1492家。

大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
乌海市税务部门协助金融机构

推出以纳税信用为基础、无需担保

抵押、全流程线上办理的“云税贷”
“纳税 e贷”“小微易贷”等信用贷款
产品。点对点、面对面向纳税人宣
传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相关政策和介
绍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银税互动”信
贷产品，帮助纳税人享受内蒙古“银
税互动”服务平台信用贷款，为全市
实体经济注入“信用能量”。

通辽市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的原则，将企业纳税信用级别由高
到低设置为 A、B、M、C、D 五级，对
不同信用级别的纳税人实施分类服
务与管理，以企业纳税信用为担保，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通辽市泰华园林工程公司以
400 多万元建设费用中标科尔沁区
职业学院的改造项目。公司负责人
李慧英激动地说：“能拿下这个项
目，得益于企业被评为诚信企业，有
了这个‘护身符’，公司及时贷到了
一笔300万元的贷款。利息低，还能
按需支用，随借随还。”

诚信典型激励方面，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在行政审批、政府采购、招标
投标等领域对诚信典型给予“绿色

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信用激励，同
时，在社会领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还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蒙享+”
系列信用应用品牌，依托内蒙古信
用促进网，为自治区诚信典型提供
融资、咨询、租赁等服务。

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信用
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诚信典
型评定不限规模，不限申报时间，不
限所在地区，不收取任何费用。凡
是满足选树条件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非法人组织均可参加。各类社
会主体可自愿申报，行业协会可推
荐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诚信典型的
申报、审核、发布、日常监管和证书
打印均依托“信用中国（内蒙古）”网
站实现了全流程在线办理。目前，
内蒙古自治区诚信典型从低到高分
为诚信达标企业、诚信示范企业和
诚信标杆企业三个层级。区分不同
层级的诚信度，目的是吸引社会各
类服务机构和投资机构为诚信典型
提供定制化的优惠服务，也有利于
在自治区各类企业中形成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