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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之三

“法治体检”为我区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1 月 11
极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
日，自治区司法厅举行“自治区司法
环境。
厅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新闻发布会，
毕力夫介绍，
自治区司法厅通过
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
厅长毕力夫
开展“法治体检”
、
巩固“法律顾问”
制
作重要讲话。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
度和创新实现“家庭律师”
的形式，
积
员、副厅长乔欣，副厅长贾莉出席新
极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开展公证服务
闻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民营企业工作，提升公证服务水平；
毕力夫表示，党的十九大把“两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为促进民
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营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深入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 “法律进企业”
活动，提升民营企业的
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
法治化管理水平；做好矛盾调解和法
下来。全区司法行政机关将支持和促
律援助，加大法律保障力度。各级法
进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政治责
律援助机构加大法律援助办案力度，
主动作为，迅速行动，自治区司法
任，
推行便民利民措施，开通绿色通道，
厅成立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
为民营企业员工寻求法律援助提供
组及其办公室，加强对司法行政工作
便利。2018 年以来，办理请求支付劳
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和法
动报酬案件 8921 件、请求社会保险
律保障的组织领导。在深入研究司法
待遇类案件 588 件、工伤类案件 332
行政机关服务保障民营企业职能职
件、其他劳动纠纷类案件 1037 件。
责的基础上，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
发挥乌兰察布市在呼和浩特市和包
司法厅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头市专门建立的法律服务中心的作
，建立
的实施意见》17 条，主要围绕减轻民
用，开设“民营企业服务窗口”
营企业负担、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难
了乌兰察布市律师协会会长为团长
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
的民营企业服务团，为民营企业积极
行方式、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 提供法律服务，挽回经济损失 25 万
提出了加快推动相关地方性法规、
政
余元，服务 500 余人。
积
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
下一步，司法厅在服务民营经

济方面将充分运用信息化为民营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民营
企业、商会安装 4K 智能机顶盒，通
过 4K 智能机顶盒送法入企，为民营
企业和员工解答企业用工、工资待
遇、工伤、保障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加
强与工商联、妇联、统战部和各种商
会、协会等部门的沟通联系。要拿出
实招，建立对接机制，借助他们的平
台，实实在在服务每一个民营企业；
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
制度。重点推进《内蒙古自治区中小
企业促进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政务
诚信管理办法》 两个立法项目的起
草、修改、协调、审查工作，确保在制
度建设层面充分保障民营企业的合
法权益和平等地位；全面清理不利于
民营企业发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集中清理现行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
有悖于平等保护原则、不利于民营经
济发展的相关内容，及时予以废止或
者调整完善，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

门”
“玻璃 门 ”
“ 旋 转 门 ”。进 一 步 加
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及时纠
正 有 悖 于 保 护 民 营 经 济 的 规 定，
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平等法治
保障。
此外，推动创新监管模式和执法
方式。针对民营企业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进一步改进传统监管模式和执
法方式，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实行“互联
网 + 监管”，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引
导民营企业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生
态。同时，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推
进“法律进民企”活动，组织、指导和
帮助民营企业制定法治宣传计划，学
习宣传与民营企业发展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
治企。利用“法治乌兰牧骑”扎根基
层、覆盖面广的优势，送文化下乡，送
法律进企业，开展法治文化惠民演
出，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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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投入 2010 万元
购买 7 类公共服务
本报讯 1 月 3 日，记者从自治区
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我区
2018 年投入 2010 万元向社会购买 7
类公共服务，
136 家承接主体承接服
务项目。购买服务项目将于今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评估验收服务于 6 月底
前完成。
据了解，购买的 7 类服务为：社区
老人居家养老服务。为部分社区 65 岁
以上的失独、空巢、独居老人提供日间
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居家养老
服务；社区社会工作服务：为社区居民
提供家庭教育、心理健康、心理援助等
服务，促进家庭和谐，推动社区建设；
国贫县社会工作服务：为国贫县的社
会救助对象、残疾人、社区矫正人员、
优抚对象和受灾群众等特殊群体，购
买包括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
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社会工作服
务；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运营服务：为各
孵化基地(孵化园)提供能力建设服务，
提升孵化园建设水平，促进社会组织
健康发展；自治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辅助服务：为社会组织登记提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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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JING

咨询、档案管理、现场核查等辅助服
务，提升登记管理水平；社会组织人员
培训服务：对社会组织负责人、专职工
作人员、新入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
升社会组织人才队伍职业化和专业化
水平；购买服务评估验收服务：对承接
主体履行合同约定情况进行绩效评
价，加强购买服务事中、事后执行监
督，保证购买服务质量。
据了解，承接主体要按照“专款专
用、单独核算、注重绩效”的原则，建立
健全购买服务专项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将资金纳
算制度。加强对资金的管理，
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便于
跟踪问效和监督检查。严格按照申报
用途使用资金，保证购买服务资金的
安全和正确使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
何名义从购买服务资金中提取管理费
用。验收不合格或有违反《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相关情节的，不予退
还履约质保金，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理、处罚。两年内不得申报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
刘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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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人携手阿里巴巴
绿化荒漠健康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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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现代剧
展现我区生态建设
本报讯 内蒙古敖汉旗乌兰牧骑现代评剧 《大漠绿
魂》近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该剧围绕“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基层旗县生态建设视角，
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生态环境建设的沧桑巨
变。
评剧《大漠绿魂》根据敖汉旗治沙的真实故事编创，
分沙暴、
搬迁、会战、山洪、大犁、宏图、生命、喜讯 8 个篇
章，着力塑造了以铁钢、宝文华、李大耙为代表的三代治
沙人百折不挠的形象。
据敖汉旗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20 世纪 70 年
代的敖汉旗，沙漠化土地面积达 259 万亩，沙区面积达
608 万亩，占全旗土地面积的一半。1982 年，该旗组织
9179 人沿着 94.2 公里的铁路两侧开展护路造林工作，
形成全旗历史上的“万人百公里大会战”。如今的敖汉
旗，
有林面积达 57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4.07%。2002
年 6 月，敖汉旗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生态环境“全
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单位。
球 500 佳”
荣誉称号，
敖汉旗乌兰牧骑是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
《血溅乌纱》
《托起
进集体，曾创作演出《少年英雄赖宁》
白瀛
明天的太阳》
《孔繁森》等剧目。

内蒙古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本报讯 1 月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管理中
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该中心对住
心对外发布消息称，
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调整。
据了解，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必须连续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含)以上，且账户处于正常缴存状
态，
不得以补缴、趸缴等形式代替连续缴存。在该中心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非呼和浩
特市购买自住住房的，购房地必须为借款人(含配偶)的
工作地或借款人(含配偶和同户籍直系亲属)的户籍地。
本次还调整了贷款额度计算方式，住房公积金贷款
额度与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挂钩，最高可贷额度不
超过借款人(含配偶)申请贷款当月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余额之和的 20 倍，计算结果不满 15 万的按 15 万计算，
其它贷款额度计算方式保持不变。
同时，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呼和浩特市购
房申请贷款，需满足借款人(含配偶)有一方为呼和浩特
市户籍，且需提供由住建部指定异地贷款住房公积金中
心名单范围内管理中心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张林虎

包头市首个 5G 试验基站
在包钢厂区开通

警犬上岗备战春运
本报讯（记者 张鑫）1 月 11 日，
包头警犬训导员带领护卫犬、搜爆犬
加强车站站区安全处置并参与危险品搜查、应急处突、嫌疑人追踪等工
作，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确保了旅客群众出行的平安。
据介绍，伴随春运临近，包头铁路公安处全面提升火车站安防等级，
组织民警携犬上岗护航春运安全，充分发挥警犬在巡逻防控工作中的独
特效能，对火车站进站口、出站口、安检通道、候车室等人员密集区域加
强巡逻盘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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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冰雪体育季
邀您共赴“冰雪奇缘”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包钢与中国移动、华为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包头市首个 5G 试验基站已在
包钢厂区开通,同时包钢也成为自治区首批第五代移动
通信网络产业落地推动企业。
近年来,包钢不断加快智慧包钢建设,而目前的 5G
移动通讯技术将赋予传统制造业新的生命力,推动包钢
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开启包钢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新篇
华为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
章。此次包钢与中国移动、
架协议》, 三方就包钢范围内促进 5G 通讯技术应用、智
慧园区建设,工业 EI、智能制造、联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方
面达成合作意向。
目前,5G 试验基站已在包钢厂区开通,该基站适合
5G 网络中大带宽场景, 能够实现包钢厂区的热点区域
覆盖。至此,包钢推进智慧园区、工业自动化落地的基础
网络条件已经具备,智慧工厂、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技
术开始驶入包钢发展的快车道,助力包钢高质量发展的
陆成
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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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姑娘返乡创业
记录牧区生活成
“网红”

欢迎关注本报官方微博 / 微信平台

内蒙古商报 | 微博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宇泰商务广场 B 座 10 楼

邮编：010010

邮箱：nmgsbs@sina.cn

网址：www.nmgsb.com.cn

邮发代号 15-29 定价：2.00 元

内蒙古商报 | 微信

全年定价：188 元 编辑：林茂

版式：罗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