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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医疗费
快速支付项目”入选
我区 2018 年度十大法治事件

改革开放 40 年
“变迁”
系列报道之二

牛羊遍野资源富集
大草原新兴产业强势起航
本报讯 （记者 张鑫）改革开放
发布会上，自治区副主席张韶春
40 年，内蒙古在世人眼中的印象是
介绍，当前内蒙古产业发展仍然较多
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是资源富
地依赖资源开发，产业结构单一化、
集煤炭大区？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现
重型化特征明显，新的产业增长点不
在，内蒙古在传统两大产业的基础上
足，结构性矛盾突出，转变经济发展
高屋建瓴，兼容并处，适时提出了另
方式任务艰巨。内蒙古将努力改变
一项产业的实施方案，那就是新兴产 “四多 四少”(传统 产业多新 兴产业
业。
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
11 月 28 日，内蒙古出台《内蒙
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
古自治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
产业 多资本科 技密 集 型产 业 少)状
方案(2018—2020 年)》，下决心淘汰
况。推进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既是
落后、低端过剩产能，着力在创新发
加快转换发展动能、破解“四多四少”
展、提升质量效益、补齐短板上下大
的治本之策，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力气，构建多元发展、多级支撑的现
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
代产业新体系，推动新兴产业高质量
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发展。
率变革、
动力变革，
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出，
自治区以实施产业
《方案》
科技创新、绿色制造、工业园区振兴、 意义。
张韶春表示，
《方案》
明确六大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培育、
“ 两化融
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提出以深
合”五大工程为抓手，
全力推动现代装
备制造、
新材料、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以
节能环保、军民融合等新兴产业向规
模化、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
实施产业科技创新、绿色制造、工业

乌兰牧骑 精神

本报讯 寒风冷冽，气温零下
十二度。乌兰察布市草原综合服务
轻骑兵小分队伴着寒风、带着热
情，来到了察哈尔右翼后旗红格尔
图镇，为红格尔图村农牧民群众送
温暖、送关怀、
送科技、送文化。
在红格尔图村文化活动站，综
合服务小分队的队员们把各参与
部门的宣传材料发放到每一位群
众手中，耐心为农牧民朋友讲解农
业技术、畜牧病情防治知识 ，给老
乡们宣传科技、农牧业、司法、民族
政策、扶贫政策，让他们进一步了
解党的惠民政策，自觉维护党中央
的权威。
在开展入户综合服务时，贫困
户温艳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今年 46 岁的她，身患肌无力，
行动困难，双手连手机也拿不住。
就是这样一位村民，身残志坚，自
己喂养 200 多只鸡、10 头猪、6 只
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温艳峰
说：
“ 我不能老拖大家的后腿，办养
殖场得到了乡里和驻村办的大力

特别报道

园区振兴、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培
育、
“两化融合”五大工程为抓手，推
动新兴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绿色
化、
集群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到 2020 年，内蒙古新兴产业工
业产值达到 2750 亿元，占全部工业
产业比重的 13%；力争形成 1 个产
业值千亿元级、2 个产值超 500 亿元
级新兴产业集群;主营收入超 10 亿
元的企业达到 40 户，其中超 50 亿
元企业达到 10 户。
为确保《方案》可操作、可实施，
张韶春强调，内蒙古配套制定了《支
持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和《新
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滚动项目计
划表》，力求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推进
目标任务落地实施。在支持政策上，
梳理内蒙古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提出

5 个方面、30 条支持政策。但支持范
围不限于六个新兴产业，是支持整个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包括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扩大工业有
效投资、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加快“两
化融合”发展、强化要素保障等五个
方面。
与此同时，通过盟市三轮调度滚
动确定，共筛选出 301 个项目，总投
资 2585 亿元。按现价测算，这些项目
全部建成达产后，可新增产值 1500
亿元以上、新增税收 140 亿元以上，
新增利润 200 亿元以上。下一步，我
区将重点围绕重点项目实施和支持
政策落实推动《方案》，一方面，抓新
兴产业重大项目的推进和建设；另一
方面，真正通过支持政策的落实来推
动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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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
“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
小分队基层综合服务见成效

老街道 夕阳里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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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薯都”
乌兰察布的新进击

本报讯 （记者 李茂林）11 月 28 日，2018 年全区十
大法治事件暨十佳法治人物揭晓，由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选送的
“警保联动”创新公安“放管服”改革，道路交通事
故医疗费快速支付全面启动成功入选全区十大法治事
件。
2018 年 6 月 25 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与人保、
平安等 18 家保险公司在呼和浩特市举行“道路交通事
故医疗费快速支付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标志
着“道路交通事故医疗费快速支付项目”在我区全面启
动，实现了交通事故医疗费最快 3 天赔付到位。
保险理赔属于事后补偿，正常的理赔周期较长，交
通事故当事人因医疗费垫付问题引发矛盾纠纷不断。有
的伤者因没钱治疗落下了终生残疾，有的甚至失去了生
命，造成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升级，影响社会和
谐稳定。
对此，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率先提出“人伤事故理
赔资金前置”的思路，并得到自治区保监局、保险行业协
会及各家保险公司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截至目前，自治
区公安厅交管局已与 21 家保险公司签约开展道路交通
事故医疗费快速支付服务，签约保险公司已快速支付
315 笔共计 670 万元的保险赔款，为 320 余名伤者及时
支付了抢救、医疗费用。
“道路交通事故医疗费用快速支付项目”是自治区
公安厅交管局携手保险行业，深化“警保联动”，创新公
安“放管服”改革措施，释放警务潜能、提升服务水平、化
解社会矛盾的具体实践。此项目改变了保险赔款工作流
程，极大缩短了保险理赔周期，将保险事后补偿职能提
前到伤者抢救治疗之时，让当事人在经历交通事故的伤
痛后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内蒙古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明年起年生均补助 120 元

支持，多干点活儿脑筋也活套了，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心情也好了，
真没想到乌兰牧骑的演员能来我
家演出，还为我唱我点的歌……”
朴实的话语、自强不息的奋斗，也
为小分队的成员展示了人生观、价
值观的生动实例。
当日的综合服务工作，增加了
关于扶贫政策的有奖问答环节。通
过举手抢答的方式让扶贫政策深
入人心。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掌握知
识，提高凝聚力，还得到了生活日
用品。村民们最朴实的话语和表达
方式就是，拉着队员们的手说：
“经
常来啊”
！
乌 兰察布市 直属乌 兰牧 骑和
集宁区乌兰牧骑的优秀演员们分
别为老乡们送上精彩的文艺节目
和歌曲，老乡们和驻村干部、乌兰
牧骑演员热情互动，小合唱、对唱、
点歌唱等形式也一个接着一个，场
面热情、激昂。最后，大家在“一条
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中，依依不舍
乌兰
的和村民们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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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我区学前教育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教育厅发布了
《关于建立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的通知》。从 2019 年春季学期开
始，我区实施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政策。实施范围为全区所有公办
幼儿园(含小学附设幼儿园及幼儿班)以及经教育部门认
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基准定额及补助标准为：公办幼儿园年生均公用经
费基准定额为 600 元，其中特殊教育幼儿园和随班就读
残疾幼儿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 6000 元。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补助标准为年生均 120 元。各地区现行公办幼儿园
公用经费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经费高于生均基准
定额和补助标准的，要确保水平不降低，同时鼓励各地
区结合实际提高拨款标准。
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
调，明确部门责任。财政部门负责筹措核拨经费、会同教
育部门制定资金管理办法，教育部门负责制定学前教育
布局规划、认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加强经费监管。自
2019 年起，各地要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
额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资金足额纳入年度财政预
算，及时拨付到位，不得以幼儿园保教费等收入抵顶财
政补助经费。自治区将建立学前教育经费投入考核制
度，综合考评各地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管理、经费投入机制建立、资金使用
和收费管理等情况，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安排中央和自治
区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通知还要求，各级财
政、教育部门加强生均公用经费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检
查，规范幼儿园财务管理，推进信息公开，切实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对虚报在园人数骗取财政补助资金或挤占、
挪用、截留财政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有关规
刘志贤
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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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幅哲里木版画展
为首府市民带来扎鲁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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