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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建共建: 民营企业吃上发展“定心丸”
近日，
“集中审批”
“安全联动”等一系
列主题党日活动在赤峰市玉龙工业园区
接续开展，先后有 36 家旗直单位、银行
深入企业，集中开展办证审批、引才用工、
融资信贷等服务，解决企业需求和困难。
职能部门主动下沉服务企业源于“党
建联姻”。一年来，赤峰市开展全领域基层
党组织联建共建，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党建
实践创新，推动党建链与产业链同步延
伸，组织活动与经济活动同步开展，企业
党建与改革发展深度融合。

灵活建立党建联合体
玉龙工业园区以外地民营企业为主，
是赤峰市翁牛特旗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随着园区规模不断壮大，
逐渐出现党组织
覆盖不到位、业务协调不畅通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旗委牵头组建玉龙工业园区
联合党委，旗住建局、税务局、银行等 53
个旗直单位和 20 家企业党组织被归口
纳入“业务链”
“协调链”
“ 互促链”
“ 直属
链”4 个党总支，推动了部门联动、资源整
破解了园区内企业党组织覆盖难题。
合，
“我们在各类园区、商圈楼宇、专业市
场等民营企业集聚区，采取连片共建、集
群合建、项目促建等方式建立区域性或综
合性党建联合体；对分散的民营企业，采

取镇街村社兜底联建、主管部门归口组
建、龙头企业挂靠带建等方式，灵活建立
党建联合体。”赤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
炯介绍道。
截至目前，在全市组建的 506 个各
类党建联合体中，覆盖民营企业党组织
503 个 ， 占 民 营 企 业 党 组 织 总 数 的
52.9%。

推进融合发展长效机制
联合党组织内的民营企业和机关单
位关系互不隶属，各自封闭运行，如何实
现各党组织间的“相加”到
“相融”？赤峰市
的答案是聚焦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建立议
事决策、活动共搞、资源共享、供需对接等
融合发展长效机制，推进民营企业党建标
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行，真正发挥 1+1＞2
的作用。
林西县达康产业园区联合党委将 8
家民营企业党组织书记确定为联合党委
委员和轮值召集人，推行联合党委委员月
例会、成员党支部负责人季例会、党员代
“三例会”
制度，群策群力研究
表半年会议
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不仅如此，各党建联
合体的班子成员都需协商确定，
让民营企
业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进班子，赋予
他们更多话语权，定期召集、协商研究党

建联合体内民营企业党建和改革发展等
建立党建联合体，发挥税务部门业务指导
工作。
优势，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降低税收
党建联合体形成了党建活动“五个
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一”的制度安排，成立时召开 1 次动员大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会，每名书记带头讲 1 堂党课，每月开展
记、董事长王先清说：
“2018 年 7 月，我们
1 次走访交流，每季度组织 1 次主题党日
公司搞厂房扩建，前期手续很复杂，通过
活动，每半年组织 1 次互学互检互评……
玉龙工业园区联合党委协调，审批、住建、
去年以来，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党建联合
国土等多个单位集中办公，仅用 7 天就办
体各项活动 5000 余场次。
完了全部手续，这是原来不敢想的。”优化
同时，赤峰市还建立了“党建联合体
营商环境也是党建联合体助力民营企业
供需清单”
，面向民营企业开展红旗引领、 的主要发力方向，通过出台行业职能部门
红心聚力、红色关爱“三大行动”，党建联
推进融合党建的指导性文件，在市场准
合体围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 入、
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靠
引导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保障职工权益等
前服务，破除了各种“卷帘门”
“玻璃门”
内容，制定供需清单、项目清单 400 多 “旋转门”。
项，党员认领先锋岗、责任区 3000 多个，
元宝山区和润公司是一家农牧业产
。
为企业发展装上“红色引擎”
业化民营企业，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缺少资金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去
年，在上级党组织协调下，企业与农发行
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党委开展联建共建，以银行入股、贷款等
去年，山水水泥公司、敖仑花矿业公
司等 8 家企业税费减免了 600 多万元， 方式为公司解决资金 7000 多万元，解决
了企业的燃眉之急。赤峰市瞄准民营企业
这得益于当地税务局党支部在联建共建
融资难、融资贵这个“痛点”，探索“银企”
过程中，定期深入企业开展政策咨询、风
党建联建模式，搭建民营企业与商业银
险预警等服务。
行、
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
为帮助企业减轻税费负担，该市推行
平台，拓宽企业融资途径，推动产融结合、
“税地企”党建联建模式，由地方党委牵
银企双赢。
房楠
头，引导民营企业、税务部门党组织共同

苹果（乌兰察布）
数据中心项目
举行开工仪式
本报讯 近日,苹果(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项目在
察哈尔工业园区举行开工仪式。近年来，乌兰察布
市作为自治区重点培育的大数据产业基地，紧紧抓
住发展机遇，把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作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和全市支柱产业重点培育，
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壮大，
“ 草原云
谷”正在形成。
刘恒

本报讯 日前，
“ 天赋河套”优质农畜产品进驻香港发
车仪式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举行。当日，两辆满载河套优
质农畜产品的快递运货车发往香港。
“天赋河套”优质农畜产品进驻香港活动，是在自治区
党委政府、自治区农牧厅的大力支持下，应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投资推广署邀请而开展的商贸交流活动。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在香港设立了“内蒙古农畜产品精品馆”，用于扩
大我区对外开放格局，推广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农牧业发
展成果，深化商贸合作交流，全面推进“绿色兴农、质量兴
“内蒙古农畜产品精品馆”
位于香港特
农、品牌强农”
战略。
别行政区尖沙咀世界中心，展馆总面积 1322 平方米，其
中，设立了 200 平方米的“天赋河套”品牌展区。此次巴彦
淖尔市 33 家优质农畜产品企业 193 种产品，近 5 吨货物
发往香港。
此次发车，将是“蒙港”两地绿色经济走廊建设的一场
盛会，是凝结两地绿色思想、推动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建设
两地经贸互通的重要起点。
图古斯毕力格

我区青少年事务社工
专业人才达到 4275 人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追梦新征程——
—青少年
事务社工在行动”全区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宣传周启动仪
式上获悉，目前，我区青少年事务社工专业人才达到 4275
人。
据悉，各地将组织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深入学校、社
区等基层，开展系列个性化服务，还将通过集中宣传、榜样
宣讲等方式，提升社会公众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知晓
度和认同度，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
良好氛围，进一步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
不断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是共青团参与社会治
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共青团服务青少年需求的现实需
要，同时也是在新时代满足青少年多样化、个性化社会需
求，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展的重要举措。2018 年，我区各
级团组织实现政府购买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资金 406.19
万元。下一步，自治区团委将建立健全团干部、青少年事务
社工、青年志愿者服务机制，进一步充实工作力量，凝聚工
作合力，引导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维
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社会事业
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赵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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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女性专项贷款，
春耕不用愁了
本报讯“这次专门针对女性发放
的贷款，可给家里帮大忙了，春耕不用
愁了。”阳春三月，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西小召镇西局子村的李婷终于舒
展了眉头。
“今年春耕时家里本来已经贷了
款，但还是不够，多亏有这个给女性贷
款的项目，就又以我的名义贷了 4 万
元用来种植玉米。”李婷详细地解释
道。

“天赋河套”
优质农畜产品卖到香港

据了解，李婷所说的贷款项目叫
“致富贷”，是乌拉特农商银行专门研
发推广的。意在缓解广大农牧民春耕
备耕资金短缺的压力，提升信贷服务
的匹配度和有效性，确保春耕备耕顺
利地开展。
该产品面向乌拉特农商银行存量
农牧户贷款男性客户的配偶，以家庭
的信誉为保证，采取“一次核定、随用
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管理办

法，根据女性客户的信用等级评定情
况，相应浮动贷款额度，利率执行同期
农户贷款利率，按季结息。截至 2 月
末，该行“致富贷”累计授信 3864 户，
授信金额 17363 万；用信 1866 户，用
信余额 6337 万元。
该行授信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农户联保等贷款无法满足客户
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致富贷”有效缓
解了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真正起到

了兜底作用。
这只是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今年重点工作的一部分。今年，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将持续加大“三农
三牧”、创业就业、抗旱减灾、综合治理
农村牧区高利贷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信贷投放力度，确保涉农贷款增
速、占比稳中有升。有效满足春耕备耕
信贷资金需求。
张慧玲

首列中欧（赤满欧）回程班列助推赤峰市外贸发展
本报讯 近日，首趟中欧(赤满欧)国
结构影响，赤满欧班列以往开行的均为
际集装箱回程班列自俄罗斯新西伯利亚
去程班列。这次回程班列的开通，实现了
克列西哈站发出，满载 1192 吨、41 个集 “重去重回”的开行目标，同时也是赤峰
装箱的俄罗斯面粉经满洲里口岸入境抵
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达赤峰。
推动“北连俄蒙，南下出海”地区外贸发
此次班列由赤峰市供销合作社所属
展战略落地，推进我国与主要贸易国家
企业赤峰供销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
道路联通、商贸畅通的重要举措。
古对外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市
该班列运行总里程 5100 公里，运输
硕港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运行。
时间约 9 天。利用该班列，
赤峰供销商贸
赤峰市位于蒙冀辽三省通衢处，是
有限公司进口的俄罗斯面粉在赤峰保税
京津冀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经
物流中心集货，可快速实现本地报关入
济区腹地，蒙东、冀北、辽西区域性物流
区和清关入市，就近在赤峰市和蒙东、冀
枢纽城市，开行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具有
北、辽西地区进行销售，切实缩短报关、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近年来，赤峰市、 查验和通关周期，有效降低进口商家的
红山区两级党委、政府审时度势，积极整
市场、人力和时间成本。回程班列的开
合资源，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于 2016
行，将大力促进俄罗斯和欧盟各国的货
年 5 月筹划开通了由赤峰保税物流中心
物通过赤峰保税物流中心集散至全国各
首发，经满洲里口岸出境，开往俄罗斯和
地，同时结合铁路运输时间短、运量大、
欧盟国家的中欧(赤满欧)国际集装箱去
成本低、承运品种多和组织方式灵活等
程班列，目前已开行 30 列，出口承运本
优势，极大提高企业的效率，切实增强外
地化工产品等货物 2.4 亿元人民币、3 万
贸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余吨。受我国乃至蒙东地区进出口货源
付占营

外酥里嫩的饼皮夹着熏肉，一口咬下去，香脆可口，香
飘四溢。你一定对赤峰的这道美食——
—对夹，情有独钟吧？
被誉为“塞外名吃”的对夹，正是发源于红山区。
今天，赤峰地区做对夹的店面已发展到上百家，一些
对夹铺子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赢得一大批顾客。历经半
个多世纪的宴宾楼餐厅，就因对夹味道纯正而闻名，并因
此获得第十二届中国美食节金鼎奖。金鼎奖是中国饭店协
会给予作品的最高奖项，被称为餐饮业的奥斯卡奖。
说起赤峰对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1917
年，河北人苏文玉、苏德标父子到赤峰地区以卖哈达火烧
为生，受河北特色小吃驴肉火烧的启发，便有了制售夹肉
烧饼的想法。因儿子曾在一家饭店学过熏肉技艺，苏家就
把熏肉、哈达火烧、驴肉火烧三种技艺融合在一起，创出了
我们今天的赤峰对夹。
对夹在外观上虽然与陕西肉夹馍有几分相似，都是
“饼夹肉”
，但与大个糯软的肉夹馍不同，对夹的面饼娇小
玲珑、多层酥脆，制作工序也大有区别。
制作对夹的面饼，要先用一定比例的油、水、面和成软
面团，再将面团擀成厚约 6 毫米的片状，随后在上面抹一
层由小米面与煮肉的汤油做成的油酥，将油酥在面片上抹
匀，再将面卷起饧上一个多小时。面饧好后，对夹师傅们将
和好的面揪出大、小两种面团，再用一个大面团包进两个
小面团，擀成直径六七厘米、厚约一厘米的小面饼。
将电饼铛烧热，把面饼放入其中，压成一个个手掌大
小的饼。在宴宾楼，入锅烙的面饼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多不
少，正好翻三下，表面出酥皮即可出锅。此时，外表金黄、层
次分明的对夹面饼就做好了。对夹里面所用的熏肉，则是
对夹制作工艺中的另一道精华。将处理干净的精选五花肉
放进含有二十多种调味料的老汤中，蒸煮至七成熟再进行
熏制，这样处理出来的熏肉肉质细腻、瘦而不柴、肥而不
腻、韧而不硬。
最后用刀在面饼侧面开口，将肥瘦相间的熏肉片塞进
饼皮里，放进炉子里重新烤制一遍，重新烤制的对夹焦香
四溢，口感酥脆，肉香扑鼻。
对夹的历久弥新，离不开对夹师傅们一代又一代的传
承。连凤平是宴宾楼的面点师傅，也是赤峰对夹制作工艺
的传承人。长达 20 多年的对夹制作，已经让这位老师傅不
可避免地患上了一些“后遗症”。“长期揉面和面，需要力
气，时间一长，胳膊就伸不直，还有水蛇腰，但这阻挡不了
我对这项手艺的热爱。”连凤平说。
从 1989 年连凤平就开始带徒弟，一直跟他学手艺的
有八个，他们现在已能独立在各饭店、酒店带徒弟，赤峰对
夹第五代正在传承。
然而在连凤平的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他想让对
夹不再局限于赤峰，而是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2017 年，
赤峰对夹制作技艺入选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8 年，
经过严格的调查论证，赤峰对夹制作技艺
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启民 刘东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