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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本报记者 李永桃

临近中秋，丰镇市隆盛庄镇大街
小巷都飘荡着一种幽香的味道，这里
是远近闻名的丰镇月饼发源地。

和往年一样，张建民都会在中秋
节前夕，上街去买一箱地道的隆盛庄
月饼。57岁的张建民是国家税务总
局丰镇市税务局一名普通干部，从参
加工作开始，张建民就和月饼结下了
不解之缘。刚参加工作时，张建民管
理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月饼生产手工作
坊。2013年，张建民被派往沙沟沿村
驻村扶贫，2015 年起，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同样是在这一年，丰镇月饼以
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丰镇市首个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丰镇月饼食品加
工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加工企业达
到160多家。

沙沟沿村位于丰镇市元山子乡，
过去是一个贫困村。村民主要种植胡
麻籽、马铃薯等农作物，村里年轻人大
多都外出务工。自2013年起，丰镇市
税务局承担了该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2015年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后，张建民
意识到只有通过产业发展，才能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什么产业最合适呢？张建民想到
了月饼。过去，每到中秋节，村里家家
户户都会手工打制月饼，村民们都会
做月饼。村民们去月饼加工企业工
作，既能让村民就近就业又能稳定增
加收入。张建民将自己的想法向领导
做了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经过丰
镇市税务局积极联系协调，100余名
村民进入了当地最大的月饼生产企
业，实现就业。

村民郭才娃乐呵呵地说：“税务部
门不仅帮我们在家门口就业，也让我

们种植的胡麻籽不愁卖了！”在丰镇市
税务局的牵线搭桥下，几家规模和名
气较大的月饼企业与当地的农民进行
订单式农业合作，约定以高于市场价
定向收购农民种植的胡麻籽等月饼生
产原材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传承，让丰
镇月饼的名气越来越大，山西、河北省
等周边地区的客商纷至沓来。据了
解，丰镇市为促进这一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提升丰镇月饼的品牌影响力，投
资2.88亿元建成了集月饼、糕点加工、
包装、销售及油脂深加工于一体的大
型食品（月饼）产业园。目前，丰镇月
饼生产企业厂商已经发展到 200 多
家，仅在中秋前的一个多月里，就可以
创造出1亿元的产值。

为了支持丰镇月饼产业做大做
强，当地税务部门加强与丰镇市月饼
协会联系，组织税务人员为辖区内企

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辅导，确保税
收优惠政策直达企业。

2020年疫情期间，镇上30余家生
产月饼的私人作坊销售额减少，常晓
峰的月饼销售也受到影响。“原本对于
全年的销售我是挺发愁的，国家及时
出台了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的一
系列优惠政策，税交的少了，等于我每
个月又多卖了 2000多个月饼。”常晓
峰说，“今年，来买月饼的人特别多，销
量特别好，现在的日子就像月饼一样
甜。”

如今，月饼已经成为丰镇的名片和
隆盛庄镇“乡村振兴”的文化品牌。以
月饼为媒，当地建起了月饼博物馆，举
办月饼文化节，推动文旅事业发展。隆
盛庄镇还建成了具有古镇特色的标志
性牌楼、文化墙、东城门、月饼工坊以及
隆盛庄民俗文化博物馆和游客集散中
心，来这里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李永桃

锡林浩特市蜂花奶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刘捍兵有一个梦想，就是
在家乡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奶酪。“近年
来，自治区高度重视和扶持奶食品行
业发展，推动乳业振兴，这为有创业抱
负的青年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舞
台。在银行信贷的扶持下，我的梦想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他高兴地说。

内蒙古是我国五大牧区之首，横
跨三北，地理位置属于奶牛饲养黄金
地段，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奶业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近年来
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奶业已经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奶牛存栏量、奶类产
量、人均占有量等多项指标都长期位
于全国前列。

2019年以来，内蒙古陆续出台《关
于推进奶业振兴的实施意见》《奶业振
兴三年行动方案》《推动全区民族传统
奶制品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多项政
策，对奶业进行系统化支持，形成了政
府投入引导、金融精准服务、社会力量
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奶业振兴，金融助力。“近年来，全

区银行业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自治区奶业振兴战略，细化金融支持
奶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加大对奶
业全产业链信贷支持，通过实施差异
化布局、做强龙头企业、紧盯重点项
目、创新融资模式、丰富抵质押手段、
全产业链推进等方式全力支持奶业振
兴，确保奶牛存栏、牛奶产量、奶业竞
争力和奶制品市场占有率持续稳居全
国首位，伊利、蒙牛两大乳品企业走在
国际前列。截至目前，各机构投向奶
业全产业链各项融资671.23亿元，其
中饲草种植和加工业贷款余额10.29
亿元，奶牛（羊）繁殖和养殖业（户）贷
款余额75.63亿元，乳制品加工和制造
业贷款余额148.23亿元，其他项目贷
款余额186.5亿元。各保险机构累计
承保‘奶业振兴’相关保险保费规模已
达 471.63 亿元，累计承担风险责任
570.66亿元。”自治区银保监局有关负
责人指出。

围绕国家奶业振兴战略布局，各
机构找准金融支持切入点，合力推动
金融与奶业产业融合发展。工农中建
四大行分别与自治区有关部门或盟市
政府签订奶业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工
商银行出台了《奶业振兴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农业银行制定了《关于金融
支持奶业振兴战略工作意见》，民生银
行编写了《2021年内蒙古乳业业务策
略及风险政策建议》，人保财险专门制
定了《助推全区奶业振兴一揽子金融
保险服务方案》等，建设银行承办了全
区金融精准服务奶业振兴推进会，助
推了全区奶业振兴行动的全面启动，
为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层面支
撑。

顶层设计下，各机构以“新金融”
思维赋能奶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支持
奶业行业专项政策，设立奶业、牛业专
营机构，开展金融支持奶业振兴专项
行动或成立项目专班，试点设立奶业
振兴学院，推行奶牛活体抵押、农业设
施所有权证抵押、上线土地流转平台、

“银行+保险+监管”闭环运行模式等新
举措。据统计，各机构已累计制定了
有关政策文件59份，为全力推进金融
服务奶业振兴工作提供政策引领。

立足融资先行，畅通最前端和最
薄弱环节，各机构着力打破乳业产业
链上下游融资瓶颈，为奶业提供全产
业链融资服务。对伊利、蒙牛等航母
级乳品企业给予全球授信支持，核定
信用总量近千亿元人民币，并以企业

为龙头打造融合式金融服务体。此
外，农行通过“债贷联动”方式向牧场
建设企业授信9.5亿元，建行向大中型
奶源基地项目授信13.65亿元，工行为
供应链企业融资5.2亿元，中行为下游
经销商发放贷款4亿元，浙商银行与蒙
牛集团共同为上下游客户融资突破12
亿元等。各金融机构还通过提供债券
发行、定向增发、并购贷款、财务顾问
等融资融智服务，优化企业债务结构，
最大化满足融资需求，整合国内、国际
优质奶业资源，快速提升行业市场份
额，扩大国际竞争优势。

全区保险业还积极助力奶业振兴
战略实施，创新丰富保险保障产品，提
供优质化保险服务。安华农险“政策
保险+商业保险”模式填补了市场空
白，中原农险创新“活体抵押贷款+牲
畜死亡率保险”项目为参保客户提供
风险保障和融资增信支持，大地财险
依托“智慧养殖平台”为奶业产业提供
了集“农业保险+融资增信”于一体的
综合金融服务产品等。全区保险业积
极探索创新，开发出商业性奶牛保险、
犊牛保险、牧草类保险以及驼奶、马
奶、奶山羊保险等多个特色险种，有效
提升奶业企业的风险保障能力。

小月饼链出大产业

第七批自治区政府债券
成功发行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杨
帆）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近日，
经自治区政府授权，我区通过财政
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面向2021-
2023年自治区政府债券承销团成
员，以公开招标方式发行了今年以
来第七批自治区政府债券，金额为
70.3934亿元。

其中，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
63.8305亿元（包含3亿元首发柜台
债），发行期限为3年期，发行利率
为 2.82%；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
6.5629亿元，发行期限为5年期，发
行利率为2.96%。3年期债券平均
边际中标倍数为1.69倍，5年期债
券平均边际中标倍数为1.44倍。

3亿元柜台债券于9月15日至
17日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个人和
中小机构投资者分销，进一步拓宽
了债券发行渠道，扩大了投资群体，
提高了政府债券知名度，促进了政
府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7大类现代煤化工产品
价格5涨2降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李
永桃）自治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心
最新发布显示，8月份，全区监测的
7大类现代煤化工产品价格5涨 2
降。其中，煤制天然气、煤制高温煤
焦油、煤制PE、煤制甲醇、煤制合成
氨价格不同程度上涨，煤制PP、煤
制尿素价格小幅下降。

8月份，我区煤制天然气平均
交易价格为5096.93元/吨，环比上
涨26.84%，同比上涨107.42%。煤
制 PE平均交易价格为 9088.1 元/
吨，环比上涨 2.01%，同比上涨
19.43%。我区煤制PP平均交易价
格为8164元/吨，环比下降2.08%，
同比上涨8.89%。我区煤制甲醇平
均交易价格为2127.25元/吨，环比
上涨4.42%，同比上涨66.13%。

专家分析指出，从价格波动情
况看，8月份在上游煤炭价格持续
上涨的环境下，我区煤化工行业成
本压力进一步增加，推动煤化工产
品价格以涨为主。进入9月份，预
计煤炭价格将小幅回落，煤化工行
业成本压力会逐渐减小，产品价格
将高位回落。

道路运输5项高频事项
“跨省通办”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
近日，自治区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
统与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运输便
民政务服务系统完成联调，道路旅
客运输、普通货物运输以及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
发、换发、变更、注销及诚信考核5
项高频事项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微
信公众号、互联网便民政务系统网
页端、道路运政一网通办微信小程
序等多个入口进行办理。

为解决道路运输驾驶员高频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这个难点，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将“跨省通办”事项纳入
2021年更贴近民生实事和“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清单中，按照交
通运输部工作指南和技术要求，迅速
完善业务功能和接口升级改造。

主要食品价格一个字“稳”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李

永桃）据全区各盟市价格监测机构
上报的监测数据显示，9月5日至9
月 15日，我区成品粮、食用油、牛
肉、羊肉、鸡肉、鸡蛋、蔬菜类价格上
涨，猪肉价格下降，水产品价格小幅
波动，牛奶、豆腐价格持平运行。

9月 15日，猪带皮后腿肉、猪
肋条肉全区平均零售价格分别为每
500克11.74元、11.77元，环比价格
均下降1.59%，同比价格分别下降
56.63%、56.62%。

9月15日，全区蔬菜综合平均
零售价格为2.58元/500克，环比上
涨1.98%。本旬监测的15种蔬菜品
种价格10涨5降，涨幅占前五位的
品种分别为圆白菜、西红柿、黄瓜、
土豆、尖椒，价格分别上涨6.78%、
6.56%、5.38%、4.55%、4.49%。与
去年同期相比，15个蔬菜品种综合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5.84%。

专家分析指出，本旬我区主副食
品市场供需总体平衡，价格以稳为
主。后期随着天气转凉及中秋、国庆
等节日来临，食品消费需求整体走
强，价格将呈稳中小幅上涨态势。

草原铁路
将增开这些列车……

本报 9月 27 日讯 （记者 高
慧）记者从中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为满
足旅客国庆出行需求，草原铁路将增
开旅客列车。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增开海拉尔
—呼和浩特东K4376/3次，呼和浩特
东—海拉尔K4374/5 次。9月 26日
至10月 20日，隔日加开呼和浩特—
额济纳Y631次旅游专列。9月27日
至 10月 21日，隔日加开额济纳—呼
和浩特Y632次旅游专列。9月29日
至10月9日，隔日加开呼和浩特东—
额济纳K7941次。9月30日至10月
10日，隔日加开额济纳—呼和浩特东
K7942次。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在出行前及
时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疫情防控政
策，合理安排行程。同时请配合车站、
列车工作人员做好测温、验码、验证等
工作，确保出行安全。增开列车车次
及具体时间，如有变化，以车站当日公
告为准。

出口食品企业备案
仅需5分钟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邓玉
霞）“近日，我们公司通过‘互联网+海
关’向呼和浩特海关所属赛罕海关提
交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后，5
分钟便接到海关制发的《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备案证明》，获得向国外出口食
品资格。海关‘证照分离’改革后，企
业备案流程大幅简化，真是太便利
了。”内蒙古燕谷坊全谷物产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均国说。

2020年《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
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明确将“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备案核准”由行政许可改为
备案管理。呼和浩特海关第一时间把受
理申请、文件审核、现场评审、整改通过、
出具证书5个环节简化为提交《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表》1个环节，办理
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分钟，《备案
证明》也由有效期5年改为长期有效，同
步取消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年报》。

截至8月底，呼和浩特海关辖区
共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399家，较
改革前增长 73.4%，出口食品达到
27.3亿元。

邮政服务业务总量
同比增长15.59%

本报 9月 27 日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
今年1到 8月份，全区邮政服务业务
总量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 16.03
亿元，同比增长15.59%。邮政寄递服
务业务量累计完成2.44亿件，同比增
长0.56%。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2.8亿元，同比增长9.89%。

据了解，1到8月份，全区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1.58亿件，同比增
长43.43%。业务收入完成32.28亿元，
同比增长29.75%。其中，同城业务量
累计完成 2102.65 万件，同比增长
10.64% ；异 地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13657.81万件，同比增长50.93%；国际
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55.23万件，
同比下降28.64%。此外，1到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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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9
亿元，同比增长18.48%。业务总量累
计完成41.39亿元，同比增长28.87%。

强化问责
简化纳税办事流程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毛锴
彦）鄂尔多斯大路煤化工基地税务局
紧扣由“学”到“做”，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一主题，持续精准服务，简化优
化办事流程，以问责追责作为着力解
决服务纳税人“最后一公里”的落脚
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营商环境突出矛盾和问题，
该局强化问责考核，与重点企业建立

“纪企连心卡”，定期开展减税降费工
作“回头看”，随时接受企业的意见与
投诉，持续开展“好差评”测评，对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特别是索拿
卡要、强揽工程、“提篮子”“打牌子”等
突出问题，实行“一案双查”，坚决堵住
滋生问题的“天窗”和“暗门”。截至目
前，累计召开税企座谈会4场，走访纳
税人115余人次，走访地方关工委征
求意见建议2条，帮助纳税人缴费人解
决实际问题3个，解决基层难题2个。

奶业振兴奶业振兴 金融助力金融助力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记者 包荭 康丽娜 摄影报道

造型精美的手工艺品、质地柔软的羊绒衫、香气四溢的奶制品……
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内蒙古制造”吸引了众多参
展企业代表和观展群众驻足围观。本次博览会上，内蒙古共27家中
小企业参展，设置16个展位，重点推介我区绿色农畜食品、羊绒制品、
新材料产品等。

内蒙古奶食品香飘展区。

““内蒙古制造内蒙古制造””惊艳中博会惊艳中博会
参
展
商
在
欣
赏
精
美
的
内
蒙
古
皮
具
。

消费者络绎不绝。内蒙古展区很亮眼内蒙古展区很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