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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蒙招聘会
三万就业岗位“虚席以待”

启动承诺制改革 首颁《施工通知书》

和林格尔新区率先实现“拿地即开工”
本报讯（记者 张鑫）5 月 6 日上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举行企业投
午，
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启动仪式。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罗青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新区作为自治区改革创新的“试验
，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改革创
田”
新，特别是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着力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打造高
品质营商环境等方面，解放思想，先
行先试，做了一些全新的探索。先后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改善投融资环
境；聚焦企业办事堵点，开展“零跑
服务；
腿”
统筹区域评估，
降低企业投
资成本。新区正式启动承诺制改革，
率先在全自
首次颁发《施工通知书》，

治区实现“拿地即开工”，是新区改革
创新工作的新品牌。下一步新区将继
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大事中事后
以服促管，推动
监管力度，
以服代审、
更多符合条件的项目实现“拿地进
，逐步形成“企业零跑
场、审图开工”
腿”
“开工零审批”
“评估零收费”的投
推进招商引资企业在新
资服务体系，
区落的了地、扎的下根、开的了工、赢
的了利，竭力打造营商环境新名片，
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人才到新区投
资兴业。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郝党政就《呼和浩
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
管委会关于印发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进行了解

读。罗青向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
中国电信内蒙古分公司颁发新区
“拿
《施工通知书》。
地即开工”
据了解，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于
2018 年被列为自治区三个承诺制改
经过一年来的充分
革试点地区之一，
调研论证，近日，新区联合呼和浩特
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方案》，实行“拿地
其主要特点是：自主承
即开工”
模式，

诺、审图开工、严格监管、违诺拆除，
即企业只要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且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查合
格，签订承诺书之后，新区就核发施
工通知书，准许企业先行开工，其余
12 项审批事项在承诺时限内办理完
成即可。这项改革比传统审批模式开
工时间平均提前 3 个月，为企业早建
设、早投产、早见效创造了极大的便
利条件。

壮丽

年

新时代

本报讯 畅游亮丽内蒙古，邂逅花季敕勒川。
近日，2019 内蒙古花季旅游暨
“内蒙古味道”寻味
包头活动在包头市土右旗启动。2019 花季旅游推
广活动由此开篇，同时拉开了全区文化旅游系列
活动序幕。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出席
活动启动仪式。自治区党委常委、
包头市委书记张
院忠，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副书记徐超为中国戏曲
学院设立土右旗艺术实践基地揭牌。举行土右旗
“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授牌仪式。
现场举办了敕勒川非遗产品长廊展示、30 米
蒙古民族服饰景泰蓝工艺品长卷展、敕勒川美食
品鉴、
《欢迎你到内蒙古来》 快闪表演等一系列活
动。游客们追逐花季、游览郁金香花海，欣赏戏曲、
感受传统文化，
品鉴美食、体验民俗，沉浸其中，流
连忘返。
活动当日，
还举办了“内蒙古味道·包头 9 味”
发布和内蒙古春夏季旅游线路产品推介活动。
举办花季旅游系列活动和推出“内蒙古味道”
美食，是建设美丽内蒙古，促进全域旅游、四季旅
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
我区精心打造 40 条独
具特色春季旅游路线，以满足市场多种需求；
“内
蒙古味道”
将陆续推出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
乌兰察布、阿拉善等地区的地域美食，以此扩大内
蒙古原产地食材、独特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旅游
戴宏
资源的影响力。

内蒙古花季旅游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5 月 6 日，自治区总工会
“2019 年京津冀蒙工会跨区域促进就业创业系列活动
暨呼和浩特大型人才招聘会”新闻发布会举行，据了
解，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京津冀蒙工会跨区域促
进就业创业系列活动暨呼和浩特大型人才招聘会，由
用人企业根据用工需求，与培训机构进行对接和交流，
洽谈职业培训意向，签订委托、定向培训协议。除参加
招聘活动的企业和培训机构进行校企洽谈活动外，届
时还将邀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用工单位与我区赤
峰、乌兰察布等地就用工定向培训和劳务输出有关事
宜进行对接洽谈。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姜言文表示，本次活
动侧重发挥工会长期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工作经验，
立足内蒙古区位优势特点，引入互联网企业和社会就
业服务机构力量，创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就业服务
模式，突出特色丰富的招聘展示内容，参会企业将分别
通过参加现场招聘会、线上招聘会、空中宣讲和张贴信
息栏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四种形式进行招聘，到目前为
止，总计共有 1562 家企业提供 32830 个岗位。
确保线下招聘企业规模。参加现场招聘的企业共
计 950 家，累计提供 24200 个就业岗位。线下外省及各
盟市场外用工企业 212 家，提供 2210 个就业岗位，将
通过社区企业张贴、宣传资料发放进行同步招聘。此次
线下招聘会涉及行业包括金融、能源化工、通信、家政
服务、物业、餐饮等 30 多个行业，提升现场求职人员的
选择机会。
“空中招聘”区，
增设线上招聘活动。本次活动设立
邀请智联招聘、58 同城、
职立人招聘三家互联网企业提
供共计 400 家 6420 个岗位开展多种线上招聘活动。参
与招聘的区内外用工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以录播、直播
的形式进行企业宣讲与招聘，未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
者可以同时通过手机端和网页端互动评论、投递简历，
实现活动内容线上、线下互通互联。
增加优秀企业和创新创业展示项目。邀请改革开
放 40 年来内蒙古有代表性的优秀企业、家政服务业企
业等入场集中展示，同时进行现场招聘。邀请部分高新
科技企业展示人工智能、智慧产业、大数据等创新成果
与贡献。
与此同时，本次活动将组织 150 人的志愿者服务
团队，为入场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提供现场延伸服务。开
设人才测评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专业的职业倾向、性
格、学习能力、胜任力、逻辑思维、潜能、人格动机评测，
为后续就业跟踪服务提供支持；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工
会促就业招聘活动，由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引入社会组
织现场开展“千扶百帮”就业创业项目服务活动；现场
设立心灵健康咨询服务专区，邀请自治区心理学专家
现场为求职者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邀请
创业导师、投资公司、
创业孵化器、专利申请、零成本创
业项目加盟、办理银行贷款、自由兼职工作墙等现场提
供创业一站式服务，服务求职者科学进行创业规划与
就业选择。

专访龙永图：
“博鳌之风”劲燃草原 “亮丽北疆”盛宴延伸
文 / 本报记者 赵慧萍 图 / 张鑫
“亮丽北疆”讲坛在内蒙
4 月 30 日，
古人民会堂开启。首期讲坛邀请原外经
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专家、
博鳌亚洲论坛原理事、秘书长龙永图先
生，作《当前经济形势和我国的对外开
放》主题讲座。
龙永图在讲座中聚焦“全球经济一
体化与我国改革 40 年形成的国际政治

政经

ZHENGJING

经济格局变化；十八大以后，我国对外
开放的新特点，我国对外开放的三个里
程碑；
‘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外两个
大局，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
段；坚持对外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等这些当前经
济热点和深远问题，站在全球视角，立
足全国，坐标内蒙古，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从国外到国内，从内蒙古

（2 版）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内蒙古园开园

热点

的发展战略到具体路径，既有深入智慧
的理论分析，又有生动实在的案例举
证；既有宏观开阔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剖
析和国际问题的战略思维，又有微观具
体的现实经济现象和问题解决路径的
判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破解制约我
国包括内蒙古跨越式发展的解决之道。
特别是对于指导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内蒙古地域经

砸耘阅陨粤晕

（3 版）

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广大干部群众的思
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有很强的针对
前瞻性和指导性。
性、
“亮丽北疆”讲坛举行期间，龙永图
先生还就内蒙古绿色发展的出路、内蒙
古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内蒙古如何怎样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带动经济发展等
方面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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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丽北疆”讲坛 很需要
很必要 很重要

内蒙古下线 5816 家
不符合要求入网餐饮单位
本报讯 （记者 大海）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围绕入网餐饮单位无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证多用、许可证过期、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据了解，专项整治期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共检
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227 家，入网餐饮单位
35768 家，下线不符合要求的入网餐饮单位 5816 家，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1962 份，取缔无证经营餐饮单
位 118 家，行政处罚案件立案 50 起，罚没金额共计
72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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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名优特”农畜产品
达 94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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