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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内蒙古：“四个打造”应对快递旺季

财经眼财经眼

□本报记者 杨帆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发展是永恒
的主题。

时间的指针指向2021年第四季
度，关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
指标新鲜出炉：前三季度，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

无法否认的是：在能源原材料价
格居高不下、疫情依然肆虐并深度拖
累全球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一个欠发
达地区能保持这样的投资增速，来之
不易！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 9.8%到底
是怎么来的？

“今年以来，全区认真落实各项
稳投资政策，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
作主抓手，加大投资补短板力度，全
区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恢复增长。”自
治区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夏荣
华作答。

无论形势如何充满不确定性，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永不过时，它闪
耀着真理光芒，并照耀内蒙古稳中求
进的投资之路。

长风万里，破浪前行。“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面
对史上罕见的疫情冲击，这是内蒙古
向“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郑重承诺，也
是稳增长的主旋律。

在这一主旋律感召下，承载 70
多年波澜壮阔发展史，承载“建设亮
丽内蒙古”使命的我区砥砺奋进，推
动“内蒙古号”投资巨轮向高质量方
向勇毅前行。

翻开今年以来全区投资成绩单，
才能读懂砥砺奋进的使命担当。

三次产业投资实现恢复性增长
——前三季度，全区一、二、三次产业
投资全部实现正增长，畜牧业投资增
速逼近10%，第二产业投资增速高于
同期全部投资增速14.4个百分点，第
三产业投资高于上年同期。

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制造业投资
引领作用显著——前三季度，全区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23.7%，高于同期全
部投资增速13.9个百分点，占全部投
资的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4.8个百分
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对全部投资的
贡献率高达54.6%。

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前三
季度，全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967
亿元，同比增长4.3%，两年平均增长
6.6%。其中，住宅投资额756亿元，
同比增长6.9%。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走向收官
的时间轴上洞察内蒙古发展，别有深
意。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坐标上，保
持投资有效增长，是内蒙古扩大内需
最鲜明的底色。自治区经济界专家
撰文指出：“蕴藏鲜明时代内涵的内
蒙古稳投资方略，为投资结构优化奠

定了坚实基础，推动内蒙古投资迈向
新的境界。”

9.8%是怎么来的？投资见证发
展，数据见证内蒙古提升投资含金
量、推动经济转型的坚定信心。

转型升级投资增长加快，工业技
改投资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全区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6.4%，占
同期全部投资的2.8%，比重较上年同
期提高1.3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降
幅较1-8月份收窄0.4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占比提高，投资活力不
断增强——前三季度，全区民间投资
占同期全部投资的56.6%，较1-8月
份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7%。

民生投资态势良好——前三季
度，全区社会领域投资增速高于同期
全部投资增速6.2个百分点，占全部
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民生投资中，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投资同比增长 8.6%，卫生和社会
工作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47.4%，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投资同比增长10.5%。

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上升，环保投资
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全区基础设施
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占全部投资的比重
增至33.5%；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
资同比增长 30.3%，两年平均增长
12.9%，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高耗能行业投资占比回落——

前三季度，全区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同
期全部投资的27.1%，较1-8月份回
落0.5个百分点，较上半年回落3.2个
百分点。

在优化投资结构的生动实践中
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正是内蒙古对“十
四五”开局之年最好的回敬。

投资，镌刻下内蒙古经济的恢弘
发展史。受益于稳投资，受益于投资
结构优化，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实现
生产总值 14491.5 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天的投资，就是现实的增长力。
今天的投资，就是现实的生产力。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发展力。
投资，昭示出内蒙古经济的光明

前景！生动的实践一再证明：优化投
资结构，推动有效投资、高质量投资
落地，就是一个地区经济茁壮成长的
丰厚资本。

看过去，我们问心无愧；向未来，
我们信心百倍！面对新冠疫情的反
复来袭，内蒙古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发
出全区动员令：“深挖内需潜力，加快
各类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对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进行集中攻坚，抓好优质项
目储备。”

稳投资，稳增长，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内蒙古以稳中求进的自信，
驾驭经济之船向光辉灿烂的前程奋
勇前行！

□本报记者 李国萍

2021年快递业务旺季来了！内
蒙古如何应对？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近日通报，通
过“四个打造”做好2021年快递业务
旺季服务保障。

打造快递“安全旺季”——目前，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在发生疫情的地
区，主动协调地方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理车辆通行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全力保障民生、医疗和防疫物资
运输。截至10月29日，全区邮政快
递企业累计运送应急物资、居民生活

必需品和滞留顾客急需药品 30 批
次，共计134.5吨，为封控小区派送食
品、药品和各类物资1.3万余次。在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方面，
对寄递企业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快件
分拣处理场所通风消毒等进行全面
排查。

打造快递“暖心旺季”——今年
我区将聚焦“派送费涨不涨”“罚款降
不降”“投诉甄别渠道建不建”等问题，
落实好“4+1”重点工作，即派送费上
调1毛钱、落实工伤保险、改善员工工
作环境、加强员工培训和削减企业服
务类罚款事项，坚决杜绝寄递企业简
单粗暴的“以罚代管”甚至“以罚创

收”，保障快递员正常权益不受侵害。
打造快递“畅通旺季”——为应

对业务旺季，今年全区邮政快递从业
人员、投递运输车辆及运输线路、快
件处理场地及自动化分拣设备、智能
快件箱等数量较上年同期均有增加，
各寄递企业新增临时聘用人员4212
人，寄递网络处理能力能够满足旺季
期间全区快件业务需求。

打造快递“绿色旺季”——包装
绿色处理是快递旺季服务保障的重
要内容。我区将继续加强快递包装
专项治理的督导检查力度，推广使用
旺季期间循环包装箱（盒），引导寄递
企业对协议用户电商快件不做二次

包装，做好旺季期间废弃包装回收。
同时，加强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专项
治理，督促寄递企业在旺季业务量激
增情况下规范包装操作，做到快递包
装绿色、减量。引导企业租赁使用新
能源或清洁能源车辆，以满足寄递业
务需求。

据悉，2021年快递业务旺季从
11月初至2022年春节前夕，共计92
天。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双11”期间，全区快递业务
量预计接近 1.18 亿件，同比增长
31%。旺季峰期预计出现在11月15
日、16日，当日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35%。

区内国企首家科技型股权
激励企业在包头诞生

本报 11 月 8 日讯（记者 康丽
娜）日前，全区国有企业首家科技型股
权激励企业——北方稀土瑞泓（包头）
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并为科研团队颁发股权证书。这是包
钢深入推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探索
科研人员股权激励的里程碑事件，也
是全区国企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有益
尝试。

近年来，包钢以稀土研究院为重
要科研支撑，在简政放权中持续激发
科技创新主体积极性。此次依托科研
团队的科研成果——自主研发的稀土
PVC热稳定剂和中试产业化技术成
立科技型股权激励企业，拿出17.5%
的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在探索科研人
员股权激励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发挥
了重要示范带动作用。公司成立后，
将全力开拓注塑制品、透明制品等高
端市场，不断推进稀土新材料应用产
业链延伸。

满洲里口岸验放
迎来“读秒时代”

本报 11 月 8 日讯（记者 邓玉
霞）近日，一批自长沙综合保税区启运
的液压锤通过中欧班列经满洲里铁路
口岸出境。这标志着“铁路进出境快
速通关”业务模式在中欧班列东通道
正式开启，满洲里口岸验放迎来“读秒
时代”。

据了解，“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
业务模式下，符合条件的进出境货物
在货物启运地和指运地办理完通关手
续后，随后可在边境口岸直接进出境，
实现了“一单到底”的监管愿景。通过
该业务模式，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的
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实现了进出口货
物在边境口岸几秒钟内通关，对于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外贸平稳增长
具有重要意义。

首府电商保障
“菜篮子”“米袋子”供应充足

本报11月 8日讯（记者 高慧）
为进一步保障首府市场供应，尽可能
降低疫情感染风险，近日呼和浩特市
商务局组织电商企业发挥优势承担社
会责任，并通过线上销售保证生活必
需品供应。

目前参与线上保供的企业有 9
家，即内蒙古圣天生鲜电商平台、京东
中国特产·内蒙古馆、食全食美品质生
活馆、敕勒川农博商城小程序和美团
外卖、多多买菜、阿里婆婆、苏宁易购、
蒙恩羊乳，线上生活必需品涵盖粮油、
生鲜品、肉类与休闲食品、日用百货
等。市民只需进入相关线上商城，即
可实现即时采购、限时送达。

蒙西地区敲定
电力交易价格浮动范围

本报 11 月 8 日讯（记者 康丽
娜）日前，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关于调
整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价格浮动上
下限和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交易相关
事宜的通知》。

其中明确，自2021年 10月15日
起，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燃煤发电
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
内形成，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
20%，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电石、聚
氯乙烯、焦炭等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除高耗能
企业外，电力用户结算价格最高不超
过蒙西电网基准价上浮 20%水平。
同时明确要求，10千伏及以上工商业
用户均应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其他用
户也要尽快参与。

中铁呼和浩特局开通
“高铁+行李包裹”快运业务

本报11月 8日讯（记者 高慧）
进入11月份，中铁呼和浩特局启动铁
路“双 11”电商黄金周快件运输工
作。电商黄金周利用内蒙古进京高
铁、普通旅客列车精准投放运力，通过

“高铁+行李包裹”快件运输，每日可
发送电商快件近15吨。

今年电商黄金周，中铁呼和浩特
局积极适应电商物流小批量、快送达、
高附加值的市场需求，综合考虑列车开
行、疫情防控等因素，针对内蒙古地区
特色生鲜和高端医药快运市场，推出生
鲜食品冷链“冷鲜达”、医药冷链“定温
达”等特色快运物流服务，同时承接牛
羊肉产品、医疗试剂等运输时效要求较
高的货品，并利用5趟中长途旅客列车
开办普通行李包裹快运业务，快运范围
覆盖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

内蒙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超过3700亿元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杨帆）
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息：今年前三
季 度 ，全 区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3701.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0.3
亿元，增长 1.4%，两年平均增长
2.9%。

其中，为了加强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我区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力度，科技支出同比增长18.6%；
全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就业补
助、教育支出分别同比增长26.7%、
8.4%和4.5%；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
险，内蒙古严格落实偿债责任，全区
债务付息支出209.5亿元，同比增长
37%；因去年同期疫情相对严重、支
出基数前低后高等影响，今年相关
支出下降——社会保障和就业、卫
生健康、节能环保、农林水、城乡社
区和住房保障领域支出分别同比下
降 2.9%、1.9%、0.1%、1.9%、10%和
8.7%。

近期全区生猪与鸡蛋
出场价格继续回升

本报11月 8日讯（记者 李永
桃）自治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心在
全区41个监测点的生猪出场价格监
测数据显示：本期（10月27日）我区
生猪、鸡蛋出场价格继续回升。

本期我区生猪平均出场价格为
每50公斤 762.83元，与上期（10月
20日）价格相比上涨9.42%（连续上
涨三周），与去年同期相比价格下降
48.82%；鸡蛋平均出场价格为每50
公斤536.83元，比10月20日价格上
涨8.55%（连续上涨两周），比去年同
期上涨50.72%。

与全国同期价格对比，我区生
猪出场价格略低于全国同期水平，
鸡蛋出场价格略高于全国同期水
平。专家分析指出，短期内生猪出
场价格仍有上涨空间，后期鸡蛋出
场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非煤工业增加值占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0.8%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杨帆）
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前三季度
全区规模以上非煤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9.8%，占同期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0.8%，拉动同期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提升
6.4个百分点，非煤工业成为全区工
业增长主动力。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定信心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守问题导向
和发展底线，在产业结构优化、工业
深度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工业
经济持续恢复。前三季度，全区37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
加值实现同比增长，行业增长面为
78.4%，较上半年扩大8.1个百分点。

快递服务覆盖
内蒙古9476个建制村

本报11月 8日讯（记者 李国
萍）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内蒙古建成
盟市级快递园区19处、旗县级快递
集散中心80处，778个苏木乡镇实
现快递服务全覆盖，11067个建制村
全部实现直接通邮，实现快递服务
的建制村数量达到9476个，覆盖率
达85.62%。

2020年 7月，我区被国家邮政
局列为“快递进村”六个省级试点地
区之一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立足
全区地域辽阔、快递行业规模较小、
业务结构不均衡等特点，加快补齐
农村邮政快递基础设施短板，推进
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加快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对县、乡、
村物流节点进行有效整合，加快推
进“快递进村”工程，防止已经宣布

“进村”的快件无法投递到村。

我区原材料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6.6%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杨帆）
前三季度，特别是进入第三季度，随
着国内国际能源原材料供需关系变
化，全区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6.6%，拉动同期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4.3个百分点。

与此相关的是，前三季度，全区
规模以上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下降 3.1%。其中，
前三季度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8%（9月份增长3.4%），
当月增速年内首次实现转正。另
外，前三季度，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4.1%，两年平均增长9.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0.3%，两年平均增
长0.8%。

这个这个99..88%%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

新阶段新阶段··新理念新理念··新格局新格局

□本报记者 杨帆

为了确保向3.5万用户安全稳
定供热，近段时间以来，内蒙古能源
投资集团锡林热电厂工作人员逐一
对发电、供热设备隐患进行拉网式
排查，提升了设备运行水平，全力保
障千家万户温暖过冬。

锡林热电厂是典型的热电联
产环保电厂，承担着能源保供的重
要任务。为了确保热、电双供，电
厂近期与属地政府、煤炭生产厂家

和运煤司机及时协调，在打开电煤
运输绿色通道的同时，强化驻矿装
运点监督、燃煤入厂采样监督、煤
场接卸过程监督，形成入厂原煤把
关的闭环式监督机制，保证到厂煤
炭质量过关、顺利接卸、精细掺烧；
认真执行缺陷管理、带班值周等制
度，加大电力设备、热网设备缺陷
查找整改力度，针对重点环节提前
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做到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等米
下锅”，保证电力生产设备和热网
设备正常运行。

能源保供：锡林热电厂在行动

设备运行操控设备运行操控

发电设备发电设备检查检查

热电厂全景热电厂全景

供热设备检修供热设备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