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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一半以上村庄
达到自治区绿色村庄标准

立足新时代 把握新机遇 开创新局面

内蒙古工商联要在六个方面展现新作为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鑫）3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十二届三次
执委会议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金满
仓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
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子强出
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委员、自治
区工商联主席安润生代表常委会作
工作报告。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听取并审
议了安润生代表十二届常委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决
议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刘子强当选
为自治区工商联十二届执委会常务
副主席、自治区总商会副会长，15 名
同志当选为自治区工商联十二届执
委会执委、常委，王俊祥等 5 位企业
家兼职副主席、副会长作了述职报
告。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安润

生全面总结回顾了 2018 年工商联
工作，对 2019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
他要求全区各级工商联在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
会精神上展现新作为，在加强和改进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上
展现新作为，在提升调查研究、参政
议政水平上展现新作为，在发挥职能
作用上展现新作为，在强化组织建设
上展现新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
现新作为。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
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刘子强在总
结讲话中就不断增强工商联组织的
凝聚力、影响力、执行力提出五点意
见。一是强化理论武装，始终保持工
商联事业发展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引领工商联事
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工商联必须用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工作，促进“两个健康”。各级工
所属商会和广大非公有制经济
商联、
人士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中理清思路、寻找答案、获取力量。二
是始终不忘初心，继承和弘扬工商联
的光荣传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工商联工作的领导，把凝聚人心汇聚
力量作为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
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基调，始终
坚持以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己
任。三是扛起历史使命，以奋发有为
的精气神做好工商联工作。促进“两
个健康”是工商联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工商联要始终把“两个健
康”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在担当作为
中提升地位，在奋发有为中增强底
气，在真诚服务中树立形象，在学习
中增长本领，尤其学好专业知识，同
时要深入基层，向实践学习，向同行

学习，向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学习。四
是推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工商联的
履职尽责能力。以商会为基础扩大工
商联组织的覆盖面，充分发挥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在工商联事业发展中的
主体作用，
探索创新工商联工作平台
和服务载体，切实加强工商联领导班
子建设。五是聚焦重点工作，不断开
创工商联工作新局面。要持续推动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
活动，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打赢
脱贫攻坚战，要精心拟制好自治区党
委规范性文件，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
领域党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十二届三
次执委会执行委员，巡视员、副巡视
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180
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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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公交充电站
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讯 3 月 26 日，
公交司机正为新能源公
交车充电。当日，呼和浩
特市公交总公司科尔沁
充电场站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该场站已建设完成
119 套充电桩设备，可同
时为 238 辆新能源公交
车进行充电。场站的建成
将进一步扩大新能源公
交车的配套设施建设和
投运范围，持续提升城市
低碳绿色出行水平。
怀特乌勒斯

本报讯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
悉，今年我区启动实施奶业振兴行动
计划，力争奶牛存栏达到 150 万头左
右，
奶羊存栏达到 5 万只左右，奶类产
量稳定在 550 万吨以上。
作为全国奶业主产大区和全国最
大的奶源生产输出加工基地，近年来
我区围绕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着
力提升乳制品质量安全，突出抓好奶

ZHENGJING

呼和浩特海关
签发原产地证书 1577 份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了解到，1~2
月，该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 1577 份，签证金额达 2.14
亿美元。其中，签发“一带一路”沿线及签订协议国家原
产地证书 871 份，签证金额为 1.3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 20.97%、
54.96%。
近日，包头海关签发了首份新版中国—智利自贸协
定原产地证书。这批由包头欧马金属合金有限公司出口
的硅铁，货值近 19.2 万美元，按照升级后的中国—智利
自贸协定的关税减让标准，企业享受零关税待遇，减免
关税达 1.15 万美元。
今年 3 月 1 日起，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升级，中智
双方承诺在原有 97%以上产品已实现零关税的基础上，
再增加家电、纺织服装等 54 个产品，税率由原 6%直接
降为零，总体零关税产品比例约达到 98%。为提高企业
签证便利化水平，
呼和浩特海关强化服务促进原产地证
书签发量快速增长，推出
“5+2”工作机制和 24 小时预约
签证便民服务措施。推行关区统签政策，扩大企业无纸
化签证范围。强化业务培训，将原产地证业务知识纳入
确保及时出证。
全员培训项目，提高业务能力，
阿妮尔

满洲里口岸“中欧”
班列出境线路达 35 条

我区奶业多项指标居全国首位

政经

本报讯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巴彦淖尔市
4271 个自然村中有 2159 个村庄达到了自治区绿色村
庄标准，占全市村庄总数的 51%。
这段时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盐海村
的村民们正在对枸杞苗进行修剪。近年来，盐海村大力
推进绿色乡村建设，在田间地头、路旁巷边统一栽植经
济苗木，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又让昔日的犄角旮旯成
为如今村集体增收的聚宝盆。
巴彦淖尔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以村庄绿化提升村容村貌，在全市各村镇
利用闲置土地、庭院、村中道路，开展植树造林、栽花种
草，发展庭院经济、农田防护林和经济林建设，推进绿色
村庄建设，提升村容村貌。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造林绿
化，目前巴彦淖尔市 4271 个自然村中，已绿化 3510 个，
有 2159 个村庄达到了自治区绿色村庄标准，占全市村
庄总数的 51%，初步形成村村相连、庭院雅静、绿树成
黄景莲
荫、林木掩映的绿色美丽宜居乡村。

牛标准化规模养殖、良种繁育、科学饲
养，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建立完善农企
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奶业实现了整体
转型升级，全区奶牛存栏、牛奶产量、
奶类人均占有量、奶产品产值等多项
指标稳居全国首位。
今年，全区各地将大力推动良种
奶牛扩繁，提升饲草料生产能力，推进
规模牧场标准化生产，切实推进奶业

（2 版）

呼和浩特 24 个鲜花公共
祭祀点 4 月 5~7 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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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各地将通过鼓励支持种畜场、养
殖场户进口优良种母牛和 胚胎及冻
精，支持沿黄流域奶业主产旗县区推
广使用性控冻精等举措，加速奶牛扩
群提质增量。全区将以落实粮改饲试
点建设和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等项目为
重点，提升苜蓿保有面积在 500 万亩
以上、青贮玉米种植面积在 1500 万
亩左右，切实保障奶牛优质粗饲料供

GUA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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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风景线 筑绿不动摇

给，逐步替代进口苜蓿，降低养殖成
本。
此外，全区各地将开展奶农养殖
场、合作社办加工 厂 试 点 ，以 奶 农 养
殖 比 例 高 的 地 区 为 重 点 ，大 力 推 动
奶 牛 、奶 羊 家 庭 牧 场 和 奶 农 合 作 社
发 展 ，培 育 奶 农 适 度 规 模 养 殖主体
50 个。
李文明

商海经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满洲里海关获悉，截至目前，
满洲里口岸
“中欧”班列总出境线路 35 条。
据了解，1~2 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境班列合计 316
列，同比增长 30.1%，集装箱约 2.68 万标箱，同比增长
27%。班列货物包括日用百货、服装产品、机械设备、水
暖建材、电子配件等 200 多个品类。
一组组亮丽的数据，展现了满洲里持之以恒以开放
理念厚植全球竞争新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以全球视野谋划国际战略通道建设，高水平加快建设北
疆门户枢纽的实践成果。满口岸作为中国与俄罗斯间最
大口岸，口岸通关时间由原来 8 小时压缩至 3 小时以
内，集装箱班列换装时间控制在 6 小时以内，整列班列
换装时间控制在 30 小时以内，中欧班列可实现快速通
刘银
关。

SHANGHAIJING （4 版）

呼市女企业家用战略思维
重塑魅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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