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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招商引资成果不断扩大

乌兰牧骑 精神

特稿
EGAO

本报讯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成
立以来，通过招商引资，聚焦并引进
一批生物科技、装备制造、清洁能源、
新材料、蒙中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助力首府产业体系完善升级。
和林格尔新区积极推动工业企
业
“登云”，助力自治区能源、电力、化
工、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信息化、网
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作为国内民
族软件的第一品牌、我国大数据产业
民族自主龙头企业——
—北京东方国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式入驻新
区并已完成公司注册。新区与东方国
信合作建成了内蒙古工业企业空压
机经济指数平台及空压机运行工业
指数体系，从政府、设备运行企业、设
备服务商、节能服务商等多维视角，
全面展现内蒙古应用工业互联网设

备云情况，
为政府、行业、企业经济发
展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目
前，包钢、亿利、神舟硅业、双奇药业、
蒙西水泥等多家重点工业企业已启
动“上云”。同时，和林格尔新区与市
政府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
互联网发展的暂行办法》，对全市
8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扶持，
全力保障和助推首府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登云”。
另外，
浙江华欧创投建设第三方
司法鉴定中心、毒品实验室、麻醉品
实验室等项目也在新区落地。上海和
旭汽车发动机及配件、自动化变速
箱、数控机床生产项目年产能 6000
台发动机装配线已在新区开始安装，
清华同方服务器及自主可控计算机
产品制造基地也签约落地，填补了呼

和浩特市装备制造产业核心设备制
造能力空白。人福蒙中医药现代化生
产项目与国际蒙医院联合设立蒙古
族医药研发中心、蒙古族医药生产基
地，推动自治区蒙医药产业做大做
强。京东“亚洲一号”内蒙古智能物流
园一期已在新区开工建设，智能无人
配送基地现已正式运营。唯品会内蒙
古运营总部、上海宇培现代电商冷链
运营中心项目也签约落地，已启动前
期手续办理。
和林格尔新区扩大与北京亦庄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智能制造大
街、深圳前海特区的合作，积极承接
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新区强化招商引
资能力建设，推进委托代理招商，
加
强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招商力量
走出去招
派驻，主动招商、
定向招商、
商，
研究制定系统性招商和主动性招
商工作方案，全面落实招商引资奖励
制度，切实形成“洽谈一批、签约一
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有力格
局，
不断扩大招商引资成果。
刘丽霞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凉城乌兰牧骑原创情景剧
《醉在西口》演出成功

本报讯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乌兰牧骑为演出单位的
原创音乐情景剧《醉在西口》2 月 13 日晚在凉城县影剧
院首次演出。
整个影剧院座无虚席，伴随着苍劲厚重、荡气回肠
的主题歌《西口西口》，大幕徐徐拉开。漫漫西口古道，云
翻雁飞、驼走车行。走西口的人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
三五成群行进在土梁沟壑之间……以西口文化为创作
背景，以鸿茅药酒发展经历为主线，将情景表演和音乐
有机结合，反映了凉城儿女走西口路上的艰辛，展现出
《源》、
《贡》、
凉城县厚重历史与地域文化。全剧由序幕、
《守》、
《兴》、
尾声六幕组成。当蓝天雁翔、粱流麦扬，鸿茅
药酒满剧院飘香之际，其创始人王吉天穿越时空出现于
剧场中，他声似洪钟宣告鸿茅药酒最重要的一味药是天
地良心时，震撼了全场观众，掌声经久不息，首场演出圆
满成功。接下来，正月初十至十五在县影剧院每天下午
各演一场。与此同时，凉城县融媒体中心分别在新华社
客户端、印象内蒙古客户端、现场云平台、活力凉城微信
公众号同步播放演出盛况。据不完全统计，收看人数达
宋福恒
27429 人次。

春节期间首府 1600 余名警力
24 小时为民守候平安

欢声笑语迎元宵
本报讯 2019 年 2 月 18 日，元宵节临近，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举行“欢声笑语迎元宵”活动，社区
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包元宵、
品元宵、猜灯谜、话习俗，
体
验中国元宵节民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丁跟厚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本报讯 记者获悉，为保障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配合做好联合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帮助消费者
科学理性选购保健食品，谨防上当受
骗，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
发布保健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示，保健食品
不能替代药物。保健食品是特殊食品的
一种，不能代替药物，食品(含特殊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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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作用。保
健食品须通过政府主管部门注册或备
案才能生产销售。同时，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
时，应到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场、
超市、药店购买。不要轻信以产品销售
为目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不
要盲目通过会议销售、电话销售、免费
试用等活动购买产品。在网上购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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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中铁呼和浩特局
运送旅客 50.4 万人次

关注

尽量选择官方网店购买。
此外，购买保健食品要“一查、二
看、三对号”
。一查：即检查保健食品包
装上是否有保健食品标志及保健食品
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信息可在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网站
(www.cfda.gov.cn)查询。二看：即看清
保健食品包装上是否注明生产企业名
称及其生产许可证号，生产许可证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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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企业所在地省级主管部门网站查询
确认其合法性。三对号：即根据自身情
况和注册备案产品的保健功能进行选
择，选择时应特别注意产品的适宜人
群、不适宜人群，切不可偏听偏信、盲目
使用和滥用。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的，一律不要购买。如遇欺诈和虚假
宣传问题的，可以拨打 12331/12315 热
祁晓燕
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商海经

互联网 + 现代农业催生
“五原样本”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了解到，
2019 年春节期间首府社会治安稳定，2 月 4 日 ~2 月 10
日，全市共接刑事类警情同比下降 5%；治安类警情同比
下降 2.6%；火灾事故类警情同比下降 43.8%。节日期间，
全市未发生两抢类刑事警情，无重特大交通事故、火灾
发生。
据了解，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精心谋划、强
化举措、打防并举、多管齐下，全力以赴投入到各项安保
工作中，为人民群众欢度佳节创造了安全、稳定、祥和的
社会环境。通过强化
“囤警街面，武装巡逻，多警联动，动
中备勤、武装处突”勤务工作模式，调动全市 200 余辆警
车，1600 余名警力开展 24 小时巡逻值守，增强节日期
间的见警率和管事率；抽调保安员及“红袖标”治安志愿
者 67200 人，配合公安机关开展 24 小时巡逻防控，有力
提升了公安机关对重点单位，重点场所，重点区域以及
人员密集场所的治安管控力度。1 月 10 日至 3 月 10
日，首府警方开展为期两个月打击侵财犯罪的专项行
动，切实加大了对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的打
击力度，严打严整各项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净化社会治
安环境，全力营造首府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与此同时，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车流量剧增等实
际情况，首府交管部门加强了路面动态巡控和交通疏导
整治，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查处酒
驾、醉驾、超载、违章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路
畅人安，确保了春节期间无重大交通事故发生；派出所
联合消防部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违章行为，坚决消除
火灾和治安隐患；治安部门和属地公安机关加强了对危
险物品的管理、清缴力度，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检查和安
全防范措施，并圆满完成除夕夜“三召一塔”群众祈福活
刘晓君
动安保任务。

SHANGHAIJING （4 版）

春节假期内蒙古旅游
收入近 30 亿元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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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