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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本报记者 张鑫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内蒙古
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内蒙古巨弘实
业集团董事长应洪巨和记者一线接
触，听他说说他关注的问题和解决方
案。
记者 ：政府和企业应当建立怎
样的良性互动呢？
应洪巨：目前，尽管各级党委、政
府沟通协商意识普遍增强，但在“什
么问题上必须协商沟通”
“多长时间
“协商之后怎么交办、
沟通协商一次”
如何落实”等问题上，缺乏具体的硬
性规定。实践告诉我们，哪个地方的
营商环境好，企业投资就往哪里走，
地方发展就会更有活力。建议在自治
区即将制发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
有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提高
工作执行落实效果。
记者：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大数
据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应洪巨：大数据实现业务协同，
为政府管理部门、企业商家、市民群

众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采用信息化
手段建设大数据沟通协商平台，有利
于宣传政策、打通信息壁垒，有利于
更加快速地了解掌握各方面利益诉
求、及时解决民营经济领域各类突出
问题，有利于打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沟
通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
议自治区鼓励支持各地区加强大数
据平台建设，同时明确统一建设标
准，尽可能地为各地建设提供政策、
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调动各地工作积
极性，加快建设步伐。
记者：改善营商环境、重视民营
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
阐述内容之一。那么在打造宽松、公
平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潜力、
释放市场活力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
呢？
应洪巨：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目前，加强党委政府与民营
企业沟通协商，是全面加强党对民营
经济工作领导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和
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是及时发现和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
突出问题，优化政务环境，推动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统
战工作会议以来，自治区各地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的要求出发，多措并举积极推动构建
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政企沟通机制，不
断拓宽、深化民营企业参与政治生活
和社会事务的渠道、途径，为推动民
营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
于政策信息传播渠道的局限性，民营
企业家在获悉和理解上难免存在一
定的滞后或不足，尤其是青年民营企
业家参政议政意识不强，社会交往仅
局限于本地区或同龄企业家之间交
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较好的沟通
交流和借力发展的平台。
记者：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
抓手在哪里？
应洪巨：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确保沟通联系
渠道畅通，长期以来，自治区工商联

注重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
推荐他们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工商
联领导班子等，为民营企业家建言献
策、发挥智慧提供广阔舞台。
目前，我们要加快转变民营企业
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政策扶持等
方面的弱势局面。要积极鼓励和扩大
民营企业家参与政企协商，激发企业
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同时制定相应
的政策法规，吸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参与政府的管理工作，为他们提供有
效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让企业家
在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 因 就 是
政企之间相互协作和共同努力的
结 果 。建 立 政企 之 间 积 极 、良 性 互
动的沟通协商机制，对优化我区
营 商 环 境 ，构 建“ 亲 ”
“ 清 ”新 型 政
商 关 系 ，激发民营企业家活力，引导
其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积极重要
的作用。

“太阳能 + 供暖”3 块钱让你家里热烘烘
栗世芳：
本报记者 张丽清 李茂林
自治区政协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澳洲华人科协副主席，国家海外高层次人
才特聘专家，包头市汉诺威工业装备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世界氢能源协会会员
栗世芳和记者一线接触，听她说说她关注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记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请介绍一
下区外清洁能源应用的情况。
栗世芳：目前“太阳能 +”多能互补联
供系统技术已经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
做了示范应用，且运行效果良好，该系统
协同光伏、空气能、储能、绝热等形成“清
，实现对建筑
洁能源多能互补联供系统”
提供冬季采暖、夏季制冷、非采暖季热水
供应、光伏发电(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节
能率可达 75%-90%以上，利用大数据技
术及物联网传感技术，实现远程监控、全
自动运营管理、实时报警、数据分析、能源
监测和环境监测，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
小区、宾馆酒店等。

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政策和京津冀一
些地区“双代”项目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太
阳能资源更有发展前景。太阳能资源丰
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需开采和运
输，不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较“电
代煤”
“气代煤”成本更低。
记者：内蒙古是资源大区，同时也是
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在新能源呼声日益
高涨的当下，您对内蒙古清洁能源的发展
现状有哪些了解？
栗世芳：据统计，目前北方地区“太阳
能 +”多能互补清洁能源采暖市场规模达
万亿级。《内蒙古自治区冬季清洁取暖实
施方案》统计显示，我区目前分散采暖面
积约为 3.13 亿平米，推广利用“太阳能 +”
多能互补采暖技术可以大面积解决清洁
取暖问题，弥补我区单一能源缺陷。实施
清洁能源采暖项目改造，投资成本将控制
在 300 元 /㎡以内，全区清洁能源采暖市
场规模可达千亿级，完成利税近百亿元左
右，可以带动就业 3000 人以上。
记者：地域性大气污染问题一直饱受

诟病，而您一直在倡导清洁能源的运用，
您甚至把清洁能源称之为是一次深刻的
现代化能源革命。请问，这一论断的论据
有哪些？
栗世芳：太阳能资源丰富，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无需开采和运输，不会污染环
境和破坏生态平衡，较“电代煤”
“ 气代煤”
成本更低。我们以“太阳能 +”多能互补联
供系统技术在 100㎡建筑采暖为例进行对
比试验，经过两个采暖季的实际验证，在
无保温条件下，全天室内温度保持在 18℃
—20℃之间，全采暖季运行费用仅需 774
元，并提供非采暖季热水，运行费用比燃
煤低 60%以上。
记者：
作为北京市农村 2018 年山区采
暖试点唯一一家入围的太阳能企业。您所
在的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哪些优势？
栗世芳：我们公司利用太阳能光热 +
储热加空气源热泵多能互补联供技术完
成了包头市多地的区域集中供热站及多
个大中型采暖项目，总示范项目达到 30
多处。同时也是北京市农村 2018 年山区

采暖试点唯一一家入围的太阳能企业。在
北京 2018 示范项目中，我公司凭借技术
积累和不断创新，采用“太阳能光热 + 储
热 + 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模式，再次
取得好成绩。据监控数据测算，在室内温
度达到 18℃的条件下，单位面积每月采暖
运行成本 3 元，预测整个采暖季运行费用
1080 元。
记者：您对自治区的清洁能源发展有
哪些建议？
栗世芳：政策方面，建议由政府平台
公司和本地化清洁能源企业联合成立清
洁能源采暖运营公司。建议出台“采暖特
许经营权”政策，允许建设企业向投资建
设的清洁能源采暖业主，收取采暖费用，
在资金层面通过金融创新，给予政策倾
斜。建议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将项目列入
国家和自治区示范项目。扩大先期试点范
围，支持该类型企业建立基于多能互补清
洁能源供热的大数据应用平台及数据管
理中心，享受 0.26 元 / 千瓦时的大数据产
业优惠电价。

路遥方知蒙古马 不待扬鞭自奋蹄
（上接 1 版）

“一只羊”理论，资源产业赋
能的启示
1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餐饮
与饭店行业协会企业家俱乐部 2018
年会在内蒙古饭店拉开帷幕。此次年
会围绕“蒙餐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为
主题，与 40 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精
英、企业家一起，聚焦蒙餐议题，展望
下一年的发展趋势。去年一年，内蒙
古餐饮业走进蒙古国发现新商机、在
土耳其捧回国际大奖、举办中俄蒙国
际美食节，进军横店影视城打造美食
街，与知名企业探讨产业发展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尝试。
内蒙古是中国食材大省之一，羊
肉、马铃薯、奶类、杂粮、林下产品等
特色食材都位居全国第一，2016 年
的数据显示，当年全区旅游总收入是
2771 亿元左右，其中吃住带来的收
入有 1080 亿元，占 40%的比重。吃
和住是内蒙古旅游要素里的短板，未
来可提升和发展的空间和潜力都是
非常大的。而农牧业的产品只有转化
到餐桌上，才能增值增效。
内蒙古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业
协会会长郎立兴曾经阐述过内蒙古
农畜产品初级产品转换的内在逻辑：
一只羊，即使卖上高价钱，也就是一
千元，但如果做成菜品，可以增值到
五六千元。如果在功能研发上再下苦
功，一只羊的价值完全可以可以增值
到一万元。餐饮业将成为农畜产品一
二三产业融合的终端牵引力。成为我

区经济高素质发展的劲旅和骨干行
业。
“一只羊”理论其实道出的是内
蒙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重点放
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的总结，
是对“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
少”表现的反思。先进的生产业与现
代的服务业原本森严的界限正在模
糊化，在内蒙古资源型产业华丽变
身，不再捧着金饭碗要饭，而谋求更
大更多溢出效益的当下，农产品跨
界，从生产环节直接进入消费环节；
工业成品精加工，从市需角度切入终
端市场，正是资源性产业主动增厚，
和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交互联动，深
度融合的生动体现。

“肌肉”
传统产业亮
新兴产业已
“冒头”
“如果公司能够成为北方清洁能
源采暖改造的首选，公司能够获得自
治区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有希望
成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及独角兽，并
为内蒙古
争取 5 年内实现 A 股上市，
清洁能源产业化发展增光添彩。”包
头市汉诺威工业装备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总裁栗世芳这样说。作为北京市
农村 2018 年山区采暖试点唯一一家
入围的太阳能企业，栗世芳的企业采
用“太阳能光热 + 储热 + 物联网人工
智能技术”的模式，单位面积每月采
暖运行成本仅有 3 元。
“太阳能 + 供暖”，不仅弥补了我
区单一能源缺陷，相关数据显示，还
能够撬动全区清洁能源采暖市场规

模达千亿级，
完成利税近百亿元。
曾一度是我们向
“羊、煤、土、气”
外界炫耀的产业“硬实力”，在“传统
产业多、新兴产业少”的鞭策下，内蒙
古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煤
炭、化工、冶金等优势产业中谋求改
造升级，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和
产品附加值。
在扑面而来的世界能源革命浪
潮中，内蒙古现代能源体系正在建
设，国家稀土新材料创新中心也从蓝
图正化为现实，石墨(烯)新材料制造
创新中心建设也提上日程。
2018 年底，内蒙古出台《内蒙古
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提出以新能源、新
材料、新型化工等六大新兴产业再提
速发展，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六大产业正在产业分工布局上体
现出合理性，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分化
中体现出能动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供需结构新一轮深化中体现出
平衡性。

“天赋内蒙古”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去年 9 月 7 日，
“天赋河套”巴彦
淖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
北京如期举行。从此，巴彦淖尔优质
绿色农畜产品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天赋河套”。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
刚表示：
“现在，推出‘天赋河套’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当其时。我们将
把巴彦淖尔优质特色农畜产品推向
高端市场，引领全市农牧业转型升

级、绿色发展，向全国和世界提供绿
色有机食品。”
“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言犹
在耳，而内蒙古还有多少绿色、有机、
优质的农畜 产品，
“藏在深闺无人
。
识”
内蒙古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一定
是天蓝草碧，是牛羊遍野。内蒙古就
是天然营养的代名词。可是内蒙古却
一直是好产品缺乏好品牌，高品质没
有高收益，缺少让优质产品走向高端
市场的渠道和平台。
金山在旁，内蒙古必须高端大气
上档次。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大好时机，内蒙古的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将搭上国家政策快
车道，推动农牧业走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路子。
，简直是“天
岂止是“天赋河套”
赋内蒙古”
。在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品
牌之路上，内蒙古一方面用品牌的价
值倒逼农畜产品品质更高更安全，一
方面，又用品牌效应促进产品质量和
农民增收。
在内蒙古书写构建绿色现代产
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绿色
发展、提高供给质量这篇大文章中，
提升乌兰察布马铃薯、锡林郭勒羊、
科尔沁牛、兴安大米、天赋河套等农
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和影响
力与日俱增，持续改善的不仅仅是农
牧民的生活环境，还有盟市营商环境
的好评。

产业优势比较期
内蒙古全区发力
正在参加自治区两会的政协委
员张俊伟，今年他的提案是《关于在
内蒙古东部中心城市培育和发展软
件及信息服务产业的提案》。这篇提
案从蒙东部分地区身为全国的生态
功能区在禁绝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后，
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智力密集
型产业，不存在任何环境污染软件及
信息服务产业将在这片土地大有作
为。
蒙东是这样，矗立在内蒙古西部
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自 2017 年 2
月 24 日揭牌成立以来，坚持谋定后
动，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根本
动力，把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规划
建设新区。去年 11 月 ，和 林 格 尔 新
区携手阿里巴巴共谋内蒙古跨境
“打造为跨境电子
电商发展之 路，
商 务 综 合 试 验 区 核 心 区 ”。和 林 格
尔新区将孵化和引进一批成长性
强 、活 跃 度 高 的 跨 境 电 商 企 业 ，使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成为面向
俄蒙、服务中东欧跨境电子商务的区
域结算中心，以此带动地区经济转型
升级。
一东一西，一人一地，都不约而
同的以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入题，而
更多的现象是，内蒙古 12 个盟市两
个计划单列市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电
子产业园区。思维上的产业意识，让
更多对内蒙古劳动密集型产业多的

逆向思考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全区
发力。
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逐渐在
内蒙古被削弱，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
出现为内蒙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在内蒙古的产
业格局上，代表着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的红海正在消失，代表着资本科
技密集型产业的蓝海正在形成。
内蒙古产业格局正处于比较优势
的 转 换 期 ，一 方 面 ，传 统 的 劳 动 密
集 型优势在削弱；另一方面，一些新
的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内
蒙古形成。
26 日，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
做《政府工作报告》。翻开报告，你会
发现，字里行间流淌着具有热度的字
眼：绿色是我们最大的财富，红色是
我们深厚的基因，美丽内蒙古是我们
共同的梦想。只要我们一起拼搏，一
起奋斗，一起为内蒙古做加法，我们
的梦想就一定会实现。美丽内蒙古，
必定是天蓝水清地绿、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内蒙古；必定是各民族团结和
睦、边疆稳固安宁的内蒙古；必定是
人人享有优质公共服务和公平发展
机会的内蒙古。
这是草原儿女的新答卷，但是只
是年级考，远没到期末考。内蒙古的
产业在转型、要素在升级、动能在转
换。在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牵住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牛鼻子”的时代命
题下， 内蒙古的草原之马正奔腾不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