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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 27日讯（记者 康
丽娜）为了进一步优化自治区能
源领域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
水平，日前，自治区能源局发布通
告，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启用相关
电子证照。

通告明确，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自治区能源局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证书》等
电子证照已启用，电子证照与纸
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已发
放的纸质证书在其有效期内继续
有效。上述电子证照可以在内蒙
古政务服务网、“蒙速办APP”及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系统查
询。已取得电子证照的可通过电
子版形式展示和出具证照，也可
凭纸质打印件展示和出具证照。
已取得电子证照的法人或自然人
在申请延续、变更等业务时，无需
提交相关证照正、副本原件。

内蒙古能源领域
全面启用电子证照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每天早上一到岗，呼和浩特市维多利
摩尔城超市工作人员赵利君便换好工作
服，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熟练地点开

“查安康APP”，开始企业风险自查……赵
利君手机上安装的，是自治区着力打造的
市场主体监管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系统（下
称风控系统）。

而“查安康APP”，是这个系统的商户
端，是针对重点领域落实市场主体自查和
最大限度确保市场主体降风险、降成本、
减负担的软件。它与风控系统监管端互
联，实现了从“纸张”到“指尖”、由“地面”
到“云端”的智慧监管。

6月22日，赵利君在“查安康APP”上
显示的“待办工作”有5项，包括食品质量
风险检查、食品进货风险追溯检查、销售
环境污染风险检查等。

当天，面对货架上的东北散装黑木耳
标签及产品合格证，赵利君逐一拍照，上
传高清图片后即完成该风险点自查。不
到半小时，一个人便完成当天整个超市食
品自查与上报。

“有了这个系统，可以实时在线完成
自查，既查验了风险，还节省了人力成
本。”赵利君说。

这个智慧监管系统启用于2020年 4
月，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城区是全区风
控系统上线运行试点，辖区市场主体通过
这个系统自查风险已有2年多。经过2年
多摸索实践，我区市场监管逐步实现了由
传统监管到智慧监管的创新性转型。

随后，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摩尔城一
家餐厅，整个后厨不仅干净整洁，而且所有
食材全部是标签化存放。后堂经理张延斌
正在点对点拍照上传当日的7项自查项目。

“系统应用的是智慧化防伪拍照技
术，整个自查需要对现场环境全方位采
集，不可改动，这样反而能倒逼企业标准
化落实每项工作，在对标检查中能及时发
现风险隐患，以便及早排除风险。”张延斌
对于这个系统充满敬畏。

一个个市场主体作为经济运行基本
单位，一头连着经济大动脉，一头连着民
生。好的监管模式不仅能为企业纾困解
难，还能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潜心谋发展。

对此，巴彦淖尔市腾洁燃气回气站站
长付文泽深有感触：“入驻风控系统后，我
们每天进行标准化自查上传数据。监管
人员上门检查频次少了，但监管精准度更

高了，企业负担轻了，能集中精力放开手
脚谋发展了。”

这个“负担轻了”，含有深义——对市
场主体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有事服
务、无事不扰”的监管，是保市场主体的必
要一环。

目前，我区风控系统监管对象覆盖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品四大领域
97类业态及339种风险，重点领域市场风
险管控做到了来源可查、过程可控、责任
可究。

自风控系统启用以来，市场监管人员
对自治区市场主体完成重点监管26.75万
次，大大节省了行政资源，减少了对市场
主体打扰，“数据多跑路、人员少跑腿、监
管更高效、企业更有活力”成为现实。

据悉，截至2022年6月14日，全区入
驻风控系统且正常营业的市场主体增至
16.39万户。

监管，是为了让营商环境更优化，能
放则放、能简则简，并致力于让市场主体
活下去、活精彩，更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

“对市场主体既要做到无事不扰，又
要让监管高效管用且无处不在，而风控系
统的有效落地，正是立足于解决这一难

题，使执法过程电子化、执法监督精细化、
结果运用智能化，形成了‘靶向监管、企业
自律’的创新监管格局。”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处长孙磐说。

摩尔城、万达、长安金座作为首府餐
饮企业较为集中的场所，商户多达200多
家，而负责市场监管的工作者只有几人。
负责这一带监管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商
城市场监管所所长张建军说：“这个系统
实现了风险管控无死角，责任落实看得
见。企业将自查结果上传系统后，我们可
从后台数据库查询到，没有问题，我们无
事不扰；发现问题，监管人员将实地核查
整改……监管靶向更精确，及时排除了企
业风险。”

通辽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王立
华说：“这种监管模式，不仅提升了执法规
范性和透明度，还减少了人为干预，增强
了监管震慑力，进而倒逼企业降低风险和
合法安全运营。”

何止于此？
今年以来，我区市场监管部门以“保

市场主体”为出发点，出台了与智慧监管
相配套的90条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通
过实施审慎智慧监管，向市场主体释放出
更多温情……进一步降低了市场主体运

营风险与成本，激发了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截至目前，我区今年新增市场主体突
破19万户。

“实事求是地看，因为有了风控系统，
这几年我们整个公司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负责安全管控的工作人员，每年仅这一项
就能节约费用20多万元，通过风控系统排
除风险隐患而减少的损失更多……监管
环境的改善和各类优惠政策落地，让企业
发展的信心更足了。”巴彦淖尔市腾洁燃
气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表示。

另一家呼和浩特市商户，通过风控系
统排查企业运营风险3次，减少损失200多
万元，年节约风险管控成本50多万元。短
短2年后的今天，这家商户由一个小型企业
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中型企业，正
在坚定信心向自治区大型企业转型。

这个“信心”，与下列数据密切相关——
截至今年6月22日，我区市场主体总数增至
246万多户，撑起了内蒙古经济基本盘。

诚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经济
运行，绝不仅仅是智慧监管的功劳。但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市场监管特别
是智慧监管发力，推动市场主体公平竞
争与持续健康运营必是一句空话，新增
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基本盘也必将大打
折扣。

市场主体的需求，就是市场监管改革
创新的方向。

对于风控系统目前的运行情况，孙磐
说：“我们站在服务企业的角度，正在用心
完善系统功能。这样会倒逼市场主体主
动诚信守法经营，从根本上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最大限度遏制恶性竞争，从而激发
万千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主动
性，进一步激发其整体发展活力。”

稳定经济基本盘，必须稳住市场主
体；而要稳住市场主体，必须管住管好主
场主体。这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
发展逻辑。

如何“管好”？内蒙古以智慧监管的
实践作答过去，也作答未来——目前，自
治区风控系统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
对接已经完成，以后我区市场监管部门检
查形成的数据结果，会同步推送至国家企
业信用公示平台。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面向未来，我们有理由坚信：依托智

慧监管与信用监管的创新衔接，内蒙古必
将更加有效地管好稳住市场主体，在倒逼
其合法守信经营中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
发展蓄力赋能！

八面来风
看经观潮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疫情影响下，各类市场主体经受新
的考验。稳定市场主体，不仅不能弱化
市场监管，还需要将监管和服务有机结
合，用更有力的举措和手段，让市场主体
充满活力向前走。

“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实行‘进一次
门、查多项事’，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
担。”通辽市科尔沁区小洞天火锅城负责
人谢丽丽感慨道。

市场监管管什么？市场主体盼什
么？一直是我区推进市场监管加速“进
化”的必答题。依托风控系统，我区找到
了跟踪企业自查、落实监管责任、降低经
济运行风险的有效抓手，形成了从根本上
减少问题隐患的现代化智慧监管机制，实
现了“优化、协同、高效”的创新监管。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监管部门
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便企利民、降本助
企、减负降险为宗旨的智慧监管中持续破
解企业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将优化营商环
境的触角不断延伸至终端，用更好的环境
为高质量发展助力。

正是在此意义上，党中央、国务院 4 月
初出台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智慧监管。”为此，内
蒙古正在通过建设全区统一的市场监管信
息化体系，实现各类监管数据集中管理，构
建大平台支撑、大数据慧治、大系统整合、
大服务惠民、大监管共治这五个目标为支
撑的市场监管信息化发展新格局。到 2025
年，初步建立起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治理新体系。

紧盯五个目标，形成更为健全的全区
信息化市场监管新格局，内蒙古任重而道
远。

◎头条纵伸

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
同 比 增 长 32.2%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杨
帆）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
1-5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32.2%，保持较快
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聚焦“六稳”“六保”工作，克服
疫情不利影响，积极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加快项目开复工，为投资
增长奠定了基础。1-5月，全区
三次产业投资稳步增长，第二产
业投资拉动作用明显。其中，第
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7.5%，高
于同期全部投资增幅 35.3 个百
分点，较 1-4月提高 4.7 个百分
点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55.8%，高于同期全部投资增幅
23.6个百分点，较1-4月提高6.4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的贡献率
高达81.4%；第三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7.4%。

全区煤、电生产实现“双增”

本报6月 27日讯（记者 杨
帆）进入2022年以来，承担着国
家煤、电保供任务的内蒙古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煤、电生产实现“双增”。

从原煤生产看，1-5月，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4.89
亿吨，同比增长15.2%。其中，5
月份全区原煤产量9748.1万吨，
同比增长17.0%，增速较上月加
快 2.2 个百分点，原煤日均产量
314.5万吨。

从电力生产看，1-5月，全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发 电 量
2548.8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4.7%。其中，5月份全区发电量
51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
增速较上月加快 3.8 个百分点，
日均发电量16.5亿千瓦时。

从电力生产类别看，1-5月，
全区火力发电量 2025.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5.8%，拉动全区发
电量增长 4.0个百分点；风力发
电量 435.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3%。在风力不足的情况下，火
力发电充分发挥调峰作用，保证
了全区电力生产稳定。

紧盯五个目标，健全监管体系

经济视眼眼

满 洲 里 口 岸 整 车 及
工程机械出口增长47.4%

本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阿妮尔）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
年前5个月，满洲里公路口岸出
口整车及工程机械再创新高，达
到4084辆，同比增长47.4%。

据悉，为了进一步提升企
业通关效能，作为监管单位的满
洲里十八里海关不断优化通关
流程，畅通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

“绿色通道”，专人专岗指导企业
规范申报，注重发挥智能卡口
等系统合力，切实提升监管智
能化、规范化水平。同时，海关
积极为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企
业提供个性化服务，推行预约
查验和“延时+错时+预约”通
关服务制度，增派关员全力保
障“零延时”验放；完善“收集—
分析—解决—反馈”机制，发挥

“一对一”关企联络人作用，主
动了解企业在“甩挂运输”各环
节遇到的困难，促进了口岸整车
及工程机械出口提速。

兴安盟推动地摊经济
和 夜 间 消 费 复 苏

本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高慧）近段时间，兴安盟大力
推动全盟地摊经济和夜间消
费全面复苏，进一步激发了市
场主体活力。目前，全盟已开
市运营的早市、夜市28个，为
商户提供了近 6000 个摊位。
同时，对17个早市、夜市同步
实施升级改造，今年新建的14
个早市、夜市和利民集市、跳
蚤市场也将陆续开市运营。

“我盟坚持因地制宜、提升
服务、扩大就业、便民利民的原
则，大力发展早市、夜市等商贸
服务业态，既为市民提供了消
费便利，也缓解了就业压力。”
兴安盟商务口岸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复苏地摊经济、丰富
夜间消费，兴安盟目前已经把
培育建设便民市场（摊点）、便
民商圈等纳入全盟商务工作重
点，相关鼓励性措施纳入《兴安
盟支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试行）》，所属旗、县、市
合理布局规划，并分别制定了
相关工作实施方案。

S40 线 白 塔 机 场 至
大学城段养护工程开工

本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高慧）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近日，S40线白塔
机场至大学城段修复性养护
工程正式开工。本次施工的
起点位于白塔机场0公里处，
终点顺接 S104 线，路线全长
约5.23公里，计划7月16日完
工通车。施工期间实施封闭
单幅一条车道的交通管制，不
影响该路段正常通行。

呼和浩特市 S40 线白塔
机场至大学城段项目于2006
年建成通车，是衔接呼市城
区、白塔机场、大学城和大青
山旅游生态区的重要通道，同
时也是呼市东出城口的必经
干线，可有效连接 S104 线、
S105线、G110线、G6高速等。

该路段车流量大，建成通
车至今已有十几年，出现路面
层疲劳、开裂等相关路害隐
患，影响公众出行。为了提升
交通安全可靠性，呼和浩特市
公路服务中心对该路段正式
进行路面修复性养护。

发 债 + 稳 岗 + 贴 息 ：
乌海市三措并举稳增长

本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杨帆）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
峻的经济形势，乌海市通过发
行债券、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和
加大普惠金融（贴息）支持力
度，三措并举稳增长。

首先，乌海市财政部门积
极争取新增债券，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该市目前已成功发行
政府债券9.08亿元，主要用于
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市政
与产业园区设施、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

其次，该市继续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精准发放
稳岗返还资金——截至目前，
乌海市发放2022年度失业稳
岗返还资金 2230.11 万元，涉
及547户企业。

与此同时，为稳住实体企
业，乌海市积极推进落实金融
机构减费让利等政策，加大普
惠金融支持力度，为小微企业
纾困解难。该市目前已向五
家银行拨付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资金 241.87 万元，惠及 26
户小微企业；计划下半年拨付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723万
元，将惠及200多户小微企业。

@全区企业：全国质量
标杆申报工作启动

本报6月 27日讯（记者 康
丽娜）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获悉，
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继续委托指
导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开展2022
年全国质量标杆典型经验遴选和
交流活动，目前申报工作已启动，
申报截止时间为 7月 13日。我
区企业可申报。

全国质量标杆典型经验遴
选，目的是强化提升企业质量管
理水平，推动培育和建设产品卓
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
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

申报采用网上方式。重点围
绕中国质量协会《关于开展2022
年全国质量标杆活动的通知》明
确的5个方面，遴选质量管理典
型企业，并推荐申报全国质量标
杆。有意向申报的企业登录中国
质量网在线申报完成后，将申报
材料报送盟市工信局审定并出具
推荐报告，自治区工信厅结合各
盟市企业申报情况择优推荐申报
全国质量标杆。

创新内蒙古创新内蒙古 活力迸发活力迸发

““纸张纸张””到到““指尖指尖””““地面地面””换换““云端云端””

智慧监管激发万千市场主体活力智慧监管激发万千市场主体活力

□文/本报记者 康丽娜 图/本报记者 马建荃

时值盛夏，北疆大地重点项目建设正酣，处处
涌动着发展的澎湃热潮。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
持高起点、高标准谋划，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据自治区工信厅最

新消息，2022年内蒙古计划实施现代煤化工、新能
源装备制造、稀土、有色金属、生物医药5条重点产
业链项目176个，总投资2437亿元。其中，新建项
目90个，总投资1530亿元；续建项目86个，总投
资907亿元。截至6月10日的最新数据显示，上述
5条重点产业链项目已开复工136个，开复工率
77%。同时，与上述产业链项目配套的相关金融科
技重点项目建设也全面展开。

重点项目建设正酣

内蒙古铁辰内蒙古铁辰 55GG 新能源新能源
矿用车项目装配车间矿用车项目装配车间。。

上汽红岩鄂尔多斯新
能源重卡项目生产线。

内蒙古玉晶科技现代化
玻璃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

中行金融科技中心和林格尔新区项目建设现场中行金融科技中心和林格尔新区项目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