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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的内蒙古展望
首届“亮丽北疆”讲坛今日开讲
本报记者 赵慧萍
27 日，会聚全球近 5000
名海外嘉宾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
闭幕，成果丰硕。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主
席在此次 论坛开 幕式的 主 旨
演讲中，宣示了中国更坚定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
心。
“我们将进一步降低关税
水平，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
不断开大中国市场大门，欢迎
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
品。”25 日开幕式上，习近平主
席的话，让“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企业感受到更多机遇。
北疆草原。
春雨，一场接一场。
四月的草原同样活力迸
发，思维迸发。
一场立足世界与中国开
放发展，深度关注内蒙古本土
高质量发展，精准面 对“一 带
一路”中对外开放的力度和路
径的大型 主题论 坛“亮丽 北
疆”讲坛也在逼近人们期待的
心。4 月 30 日！ 内蒙古人民
(下转 2 版)
会堂！

我区 3 个单位
18 名个人 24 个集体
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
本报讯 记者从自治区总工会获悉，在北京召开的
2019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
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上，我区 3 个单位、18 名个人、24 个
集体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
据悉，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等 3 个单位被全
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包头市公交运输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第一公司 5 路线驾驶员孟丽霞等 18 名个人被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内蒙古科为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修车间等 24 个集体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
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努力创造
苏永生
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我区出台保障农牧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问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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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进一步做好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依法维护农牧
民工合法权益，近日，
我区出台《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牧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问责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由自治区
人民政府负总责，盟市、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各相
关部门承担行业监管、行政执法等职责。
《办法》还对问责情形、责任追究、问责方式和问责程
序进行了明确规定。今后，盟市、旗县区人民政府有领导不
重视、工作机制不健全，各项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不完备、落
实不力；惩戒欠薪和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不力；发生因拖欠
农牧民工工资引发的极端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等失职情
形的，将予问责。相关部门有未按要求建立健全本行业保
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建筑工程领域市场不规范、检
查落实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制度不力，引发拖欠农牧民
工工资问题；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应列入“黑名单”而未按规
定列入等情形的，也都将受到问责。问责方式包括作出书
面检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约谈、诫勉、组织调整或者
霍晓庆
组织处理、
纪律处分。

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一季度内蒙古累计
新增减税 47.32 亿元

引资 200 亿元我区混合所有制改革推介 40 余个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鑫）4 月 26 日，内
蒙古自治区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推介
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本次推介会精心挑
选了 40 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涵
盖冶金、能源、金融、商业、文化、交通、
投资等行业，既有股权转让、增资扩股
项目，也有合资合作、并购重组项目，预
计项目落地实施后将引入社会资本近
200 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书记、主
任张金亮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台办主任赵宏，
自治区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庞禹
东，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杨永胜参加会
议，以及自治区相关部门、国有和民营
企业、金融和投资机构、商会机构代表
等 100 余人参加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书记、主
任张金亮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自治区混
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推介会，是贯彻落实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要求的实际行动，也是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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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举措。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
列文件，对稳妥有序推进自治区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全面安排部
署。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
要求，近年来，自治区国资委把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研究部署，
加大推动力度，通过推进试点、企业上
市、产权转让、增资扩股、员工持股、项
目合作、债务重组等多种途径开展混合
所有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绩。截至目
前，自治区国资委出资监管的各级企业
中，已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 201
户，占全部独立核算企业户数的 60%。
通过在出资监管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
改革，不断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增强
了国有企业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企业经
济效益明显提升。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
2017 年实现利润 20.5 亿元，一举扭转
了连续两年整体亏损的局面;2018 年，
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实现利润 46.5 亿
元，同比增盈 26 亿元。

（2 版）

草原童话节吹响集结号
我和马儿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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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庞禹东，内蒙古自治区
工商联副主席杨永胜均表示，会积极与
自治区国资委等部门和国有企业保持
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混合所
有制改革项目的发布、对接、落实等工
作; 充分发挥组织网络和联系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的优势，一如既往地支持、
引导和鼓励广大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
与我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进一步做
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各项跟踪、服务工作，
确保项目落地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杨永
胜认为，内蒙古自治区混合所有制改革
项目推介会既是搭建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也是贯彻落实中
央和自治区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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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力”调研行 出发！
我们去鄂尔多斯

部署，推进内蒙古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
体举措，对促进内蒙古民营企业转型升
级，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自治区混合所
有制改革项目发布平台启动仪式。该平
台是为内蒙古混改项目量身定制的项
目发布平台，这个平台将面向全社会，
对混改项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
种推介方式，致力于让社会各界投资人
在最大范围内掌握项目信息，方便投资
决策。
会上，包钢集团、蒙能集团、内蒙古
交投集团、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等企业
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主体单位，对各自
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主要投资亮点、项
目前景简析、投资金额比例等情况进行
了推介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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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4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召开减税降费工作新闻发布会，
2019 年一季度累计新增
减税
“成绩单”已经出炉，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全区累计
新增减税 47.32 亿元 。内蒙古税务局副局长霍文刚介绍，
自今年年初以来，国家相继发放了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增值税税率下调等一大波减税大礼包，自治区也
已明确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我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按照 50% 顶格标准
减征。
4 月份作为增值税改革落地实施首月和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实施季度申报首月，政府更大规模、更
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红利集中兑现，深化增值税改革平稳
落地。经过初步统计、核算会审，全区累计新增减税 47.32
亿元，其中新出台政策减税 7.94 亿元，2018 年到期后
2019 年延续实施政策新增减税 0.06 亿元，
2018 年年中
出台减税政策在 2019 年的翘尾新增减税 39.32 亿元。
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红利集中兑现，体现出普惠
效果好、减免幅度大、民营经济是受益主体等特点。同时，
个税改革减税成效明显，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政策的指向
性、
规律性开始显现。36 至 50 岁的人群是政策享受主力，
绝大多数集中在赡养老人、住房和孩子教育，人均月新增
减税 348 元，是获益最大的群体。可以说，广大纳税人在这
个征期感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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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2 个口岸
开通
“一带一路”
专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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