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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 40 家集中交易市场纳入电子监管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张鑫）近日，记者从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食用农产品交易市场
的经营条件和行为，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建立可追溯体系，充分发挥开办者检验
检测质量安全监管效能，全面落实市场
开办者的管理责任、销售者的主体责任

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确保群众饮食
健康，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
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半的专项
整治工作，全面整顿规范食用农产品交
易市场经营行为。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坚持以问题
导向，全面整顿规范全区食用农产品交

易市场。以创建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示
范市场活动为抓手，以场所平台整顿规
范为基础，以品种整顿规范为重点，依据
创建验收标准，明确验收程序，分为自治
区（批发市场）、盟市（零售市场）两级示
范创建。通过示范创建活动，将有条件的
企业纳入“食品药品电子监管”平台，通

包头稀交所交易额
同比增长 168.21%

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促进全区各类食
用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提档升级。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40 家集中交易
市场参与创建活动，较 2017 年增加 23
家，有效提升了全区集中交易市场的整
体水平。

25 个原创品牌 3140 种特色产品

布丝瑰工坊拓开民族服饰妇女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 李茂林）近日，由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支持，内蒙古自治
区妇女联合会主办、内蒙古蒙源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及旗下呼和浩特体艳服饰有
限公司承办的“巾帼匠心草原绣梦”布
丝瑰工坊开集签约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
办。来自政府、企业、工坊手工艺人、专
家、媒体近 500 名参加。内蒙古蒙源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及旗下呼和浩特体艳服饰
有限公司与布丝瑰合作社、校企合作、海
外推广等相关机构签约。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胡达古拉在
采访中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各级妇联组织共组建以民族服装服饰
为主的妇女手工艺协会 117 个，培训妇
女 9 万多人，带动 2.7 万名妇女在手工
艺制作领域就业，
实现脱贫增收。未来几
年，通过实现长效帮扶，实现内蒙古自治
区全覆盖。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启动实施
“布丝瑰行动计划”的实施，是以民族服
装服饰元素化、时尚化、品牌化、产业化

发展为起点，逐步拓展产业领域，从而带
动女性就业和进步，让两者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内蒙古蒙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及旗下呼和浩特体艳服饰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双鹰向记者介绍说，在内蒙古自治
区妇联的领导下，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妇
联授权的布丝瑰行动执行单位，体艳服
饰通过整理、挖掘优秀原创服装服饰精
品，成立布丝瑰合作社，以此辐射孵化布
丝瑰工坊，打造原创产品推广销售的平
台，布丝瑰工坊汇应运而生。
这次工坊汇汇集了 25 个原创品牌
3140 种特色产品。草原姐妹展现布丝瑰
时尚女装风采环节，是整合原创服装创
业者、手工艺人、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共
同推动布丝瑰工坊汇开集的仪式。为实
施布丝瑰行动计划，内蒙古自治区妇联
引领包括依文公司、体艳服饰及区内姐
妹公司，从时尚之都巴黎到首都北京再
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成功奉献了一幕
幕精彩的华章。

张女士买皮草一年维修 4 次仍无法让人满意
本报讯 呼和浩特市的张女士购买了
一件价格不菲的皮衣，没想到没穿多久
就出现了损坏，虽三番五次修复，却还是
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近日，张女士向记
者讲述了她在呼和浩特市金天帝皮草城
购物所遇到的烦恼。
“2018 年 2 月 13 日，我在金天帝皮
草城四楼 008 号商铺购买了一件水貂皮
草，当时穿了几天，天气暖和就放起来
了，十一过后天气转凉，我就把这件皮草
拿出来准备穿，但是发现衣服的腋下缝
合处开线了，于是我就带着衣服去商家
找售后，当时店里承诺会进行修复，我把
衣服留在了店里。等了一个月之后我取
回衣服穿了一天，原来损坏的部位再次
开线，无奈之下我再次将衣服拿到店里

进行修复。这次修复之后拿回来穿了几
天，
不但开线，
而且开裂。就这样，我的这
件衣服在这家店里反复修了 3 次。”张女
士介绍说，最后一次去店里维修的时候
她直接去找到金天帝皮草城的楼层经理
刘永波，刘永波联系了商家，商家表示损
坏开线的那 块皮革已 经不适合 继续缝
合，可以将衣服返厂，重新更换损坏部位
的皮革。
“前几天我被告知衣服已经返厂
修复完毕。12 月 22 日，
我和家人一起去
店里拿衣服，发现修复的结果依旧不令
我满意，于是我就和店员产生了一些分
歧，楼层经理刘永波也来到现场，让我们
去办公室协商。因为办公室门上写着“配
，里面狭窄黑暗，我在安全方面有
电室”
一些隐忧，于是没有进去，就拿着衣服先

回了家。”张女士表示，皮草本身价格就
不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反复进行修理，
这对衣服皮质不仅是一种破坏，关键是
还没有完全修复。商家如此处理，她表示
不理解和不接受。
12 月 26 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
金天帝皮草城，采访了楼层经理刘永波，
他对记者表示，自己是在张女士最后一
次要求售后服务的时候介入的，这家商
铺在几个月之前换了店主，但根据商场
的规定，每一户商家都要对售出的皮草
负责到底，所以他联系上了张女士购物
时的店主，对皮草进行了返厂修复，张女
士在验收衣服的时候表示不满意，于是
他请张女士一行前往办公室坐下来慢慢
协商。

“张女士买的这件皮草尺寸可能有
点小，所以在手臂活动幅度大的时候发
生结合处开线，因为这件衣服是属于水
貂皮，不能使用机器修复，只能是手工缝
合，反复缝合多了，对皮质肯定会有影
响，所以最近一次我让商家进行返厂更
换部分皮革，但修复的结果确实不是很
尽人意。”刘永波表示，对于张女士的事
情，作为商场管理方，他们会继续负责，
不会推卸责任，并且对于当时和张女士
起争执的店员，因为其对待顾客态度不
好，已经对其给予罚款 2000 元的处理。
因为他没有张女士的联系方式，所以希
望张女士能够联系他，他会协调张女士
和商家双方，争取一个大家满意的结果。
顾爽

元旦假期巴彦淖尔市旅游市场实现
“开门红”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巴彦淖尔市旅
发委获悉，2019 年元旦假期巴彦淖尔市
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接待游客数及
旅游综合收入呈现双增长态势：接待游
客 5.9 万人次，同比增长 8.2%；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5541.3 万元，同比增长 9.6%。

其中，多蓝湖滑雪场接待游客 2100 人
次，五原农耕文化博览园接待游客 1600
人次。
元旦假期，巴彦淖尔旅游市场主要
呈现出以下特点：参与冰雪活动和民俗
文化活动是游客量的主要增长点；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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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游是主流，行程多为当日或次日往
返；主要出行方式为自驾。节前，巴彦淖
尔旅游部门以微信、公益广告、宣传海报
形式等发布信息，引导游客合理选择旅
游目的地，倡导文明旅游。同时，市、旗县
区两级旅游主管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

查，加大了对旅游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
产品安全风险评估、出游风险提醒提
示以及安全预案、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
的监督检查工作。节日期间，巴彦淖尔市
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未发生旅游安全事
故和旅游投诉事件。
吕园

本报讯 1 月 3 日，记者在呼和浩特东站内看到，不少候车旅客在“无人超市”
内选购商品。据了解，全国首家“快运商城 X 无人超市”落户呼和浩特东站，超市
设有 3C 体验区、智能家电展示区、旅客休闲阅览区和旅行商品售卖区，配有无
人货柜、无人结账一体机等技术产品，旅客在体验线上线下购物的同时，还可以
享受阅读、浏览等一体化休闲服务，全面提升了候车旅客旅行生活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孟和朝鲁

找公厕？用手机！
呼和浩特公厕实现在线查询
本报讯 1 月 3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城管局了解到，
首府公厕信息目前已录入市民常用的手机地图软件，打开
手机一查，就能定位到附近的公厕信息。
为方便市民如厕，呼和浩特市环卫局将辖区内的环卫
公厕和对外开放的社会公厕信息提供给制作方，录入百度
地图和高德地图电子导航系统，方便如厕市民通过手机查
找，市民、游客进入手机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在页面上方
搜索栏输入“青城驿站”后，系统将根据用户所在定位自动
查找出周边的厕所；市民也可在手机各大应用商店中搜索
“掌上青城”并下载安装，点击“掌上青城”，进入首页——
—
“公共卫生间”，进入查询界面，点击地图定位或者输入地
址检索定位，即可查询出该点位附近的公共卫生间位置。
为方便市民找公厕，环卫局还在街口、街道等街路牌或显
著位置设置厕所指示牌，标明厕所所在方位、距离等。
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环卫局将进一步完善公厕信
息在线查询功能和数据，方便更多市民、游客。
郝儒冰

京东内蒙古
智能配送示范基地运营
本报讯 近日，京东内蒙古智能配送示范基地投入运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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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超市”
铁路首家
啥样子？

本报讯 针对稀土企业存在定价难、买货难、卖货难、
融资难、结算难等问题，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系统性提供
各类交易方式，并完善服务体系，激发了市场活力。2018 年
1—11 月，交易额 939.31 亿元，同比增长 168.21%；交易量
51.04 万吨，同比增长 8.07 倍，
发展交易商共 157 家。
作为我国唯一的稀土产品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平
台，包头稀交所整合制定商城交易、挂牌交易、即期交易、
直销交易 4 种交易方式，满足稀土企业的实际需求。商城
交易方式是稀土相关企业自由贸易的平台，可以满足稀土
企业的个性化产品销售和购买；挂牌交易方式是买卖双方
“一对一”进行交易，快速实现大宗交易，满足大型产业客
户以及下游企业对货物的长期刚性需求；即期交易方式可
以满足实体企业提前购销等多层次订货需求，实现稀土应
用企业原料保障；直销交易方式采用“一对多”的方式实现
货物的直接销售，
增加生产企业融资渠道。
包头稀交所总经理助理吴学良表示：
“ 这些不断刷新
的数据，说明我们正在向‘建设全国稀土产品交易中心、信
息中心和定价中心，打造世界级稀土交易中心’的目标不
断迈进。”据介绍，各类交易者可在 4 个市场自由交易，满
足交易双方实物交收、投资保值、规避市场风险等多种需
求，形成公平、
公开、多种成分参与的客观价格机制。
吕学先 李宝乐

营。

“懒人经济”
催生跑腿服务
快递小哥月入过万元
本报讯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花
钱买时间的“懒人”越来越多，由此催
生了一批新的快递大军，同城急送、一
公里快递、人人快递、懒人跑腿……记
者近日调查采访中发现，最近两年，同
城快递在呼和浩特市物流行业中悄然
崛起，专注 1~6 小时之内的同城快递、
跑腿代办服务，成为快递行业增速最
快的生力军。
随着“懒人经济”的崛起，同城配
送的市场前景越来越被看好，除了本
土的同城快递崛起，顺丰也切入了同
城配送领域，美团、百度等外卖平台同
样开始推出同城跑腿业务。
记者在微 信小 程序 搜 索 跑腿 公
司，立刻出现数 10 个跑腿公司。记者
注意到，大多数跑腿公司除了有同城
快递业务，都有代买物品、家政服务、
维修家电、搬家等服务。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愿意花高价为时间买单。
呼和浩特市邮政管理局业务部一
位姓张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呼
和浩特市的同城快递约有 42 家，同比
去年增加了 5 家。根据呼和浩特市邮
政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1~11 月，全市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6473.30 万件，同
比增长 56.1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2.08 亿元，同比增长 24.47%。其中，
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1474.39 万件，
同比增长 79.39%；异地业务量累计完
成 4991.51 万件，同比增长 50.52%；
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 7.40
万件，同比增长 4.80%。由此不难看
出，同城业务是整个快递行业增速最
快的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同城快递与传统
快递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更
像盟友。“传统快递必须经过揽收、分
拨、中转、配送等各个环节，即使寄、收
件人同在一个城市，也需经过分拨、中
转，再折腾一番才能寄回市区，
往往当
天寄件，次日才能到达。而同城快递则
相对比较灵活，快件只经过寄件人、配
送员、
收件人，配送时间也可以自由选
择，最主要的是比较快，一般都是当天
送达。若是急件，还可以选择 2 小时到
达的极速达。”该人士告诉记者，春节
前三个月是快递高峰值，快递员一天
最多的时候送 39 个快件，月入上万
元，从早上 8 点一直忙到晚上 8 点。
张巧珍 段心

该配送示范基地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核心区，总
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站内设有自动化分拣区、配送机器
人停靠区、充电区、装载区等多个区域，可同时容纳 20 台
配送机器人完成货物分拣、机器人停靠、充电等一系列环
节。
站内全部采用京东 3.5 代配送机器人，具有自主导航
行驶、智能避障避堵、红绿灯识别、人脸识别取货能力，包
裹从物流仓储中心运输至配送站后，先在物流分拣线按照
配送地点对货物进行分发，分发完成后，站内装载人员按
照地址将包裹装入配送机器人，再由配送机器人配送至消
费者手中。
目前，每个智能机器人配送服务覆盖范围达 200 多平
方公里，涵盖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中国云谷企业
总部、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中国电信云计算内
蒙古信息园、云计算创客中心等地。智能配送站人机配送
单量比例为 1∶1，配送机器人每台可配送 30 单，单次配送
距离可达 10 公里。这是华北地区首个智能配送基地。
皇甫秀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