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商报》
本土高端财经媒体
与内蒙古经济同行

NEI

MENG

GU

SHANG

BAO

发展中见证 见证中前进

主管主办
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

2019 年 6 月 4 日 星期二 总第 4973 期

今日 8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5-0068 内蒙古商报社出版

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督导
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动员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6 月 1 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
组督导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动员会在呼
和浩特召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扫黑
除恶第 15 督导组 5 月 31 日进驻我区，
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工作。6 月 1 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督导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动员
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组长支
树平传达了中央有关部署要求，通报了
督导重点任务、总体安排和相关要求，
副组长徐海斌就自治区配合做好督导
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作表态讲话，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
持动员会。
支树平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好专项
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
向。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正北方，内
联八省、外接俄蒙，生活着 55 个民族，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做好扫黑除恶工作
是督导组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共同目标、共同政治责任。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
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展督导工作的重要
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
感、工作紧迫感，按照中央部署，坚持问
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严格责任
追究，以督导为抓手为契机，压实政治
责任、回应群众期待、破解重点难点问
题，坚决夺取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支树平强调，要明确督导工作目标
围绕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治
任务，
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 6 个
方面的督导重点，聚焦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边督边改，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深入开展。督导组一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持严格要求，坚持实事

求是原则，积极履职尽责，敢于较真碰
硬，严守纪律法规，以坚定的意志、顽强
的作风完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
作。
徐海斌就做好督导配合、边督边
改、信息公开、协调保障等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李纪恒表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扫黑除恶督导工作
是深化专项斗争的有力抓手，是推动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的重大举措。全区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站在讲政
治、讲忠诚、讲担当的高度，不折不扣落
实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部署要求，全力
配合保障中央督导组开展督导，扎实做
好督导整改工作，通过督导把问题查得
更深、把短板找得更准，把责任落得更
实、把工作做得更好。要以中央督导为
契机，以决胜意志、攻坚勇气和雷霆行
动，掀起扫黑除恶一波又一波的强大攻
势，坚决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切实
把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得更加
牢固，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
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全体成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内蒙古

员，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
协的领导同志，自治区法检两长,武警
内蒙古总队司令员，自治区纪委监委、
党委组织部和政法部门班子成员，自治
区党委巡视办、巡视组，自治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自治
区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及满
洲里、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
导组进驻内蒙古自治区督导，至 6 月
30 日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立举报电
话和举报专用邮箱，认真受理人民群众
关于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举报电话：0471-4819221 (汉语)、
0471-4819216 (蒙古语)。举报专用信
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729 号信箱，邮
编：010010。受理来电时间为每天 8：00
刘晓冬
至 20：
00。

进京缩短至 3 小时 张呼高铁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
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公司获悉，
6 月 1 日 13 时许，
CRH380BJ-A-0504 高
速综合检测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自此拉开了张呼高
铁乌兰察布至怀安段联调联试的序幕，张呼高铁全线
开通进入倒计时。这条草原高铁线开通运营后，将大幅
拉近京晋蒙冀四省的时空距离，京津冀地区旅客可实
现内蒙古大草原“一日游”。
据了解，联调联试以张呼高铁达到设计速度为目
标，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对相关问题整改完毕并确认
合格后，采用检测确认列车、测试动车组、综合检测列
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在规定测试速度下对张呼高铁各子
系统及相关系统间接口、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测试。同
时，对牵引供电、接触网、远动、通信、信号、客服、自然
灾害监测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进行综合评价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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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轨道、道岔、路基、
桥梁、
隧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和
整体系统功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进行动态检测，并评
价综合接地、
电磁环境、振动噪声、声屏障、分相装置等
是否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
的技术保障。
联调联试内容主要包括轨道、路基、桥梁、隧道、电
力牵引供电、通信系统、信号系统、客运服务系统、综合
自然灾害监测系统等 12 大
接地、电磁环境、振动噪声、
类的测试。
本次联调联试所使用
的 CRH380BJ-A-0504 是
高寒型高速综合检测列车，
由 8 辆编组而成，其中 4 号
车为拖车，其它 7 辆为动

车。CRH380BJ-A-0504 是基于 CRH380BG 型高寒
动车组平台研制，检测功能与其他高速综合检测列车
相同，但检测设备均针对高寒运用条件进行了优化和
加强，该型装备为保障东北、西北地区高速铁路冬季安
全运行提供了有利保障。
本次测试区段为乌兰察布站至怀安（不含）站，长
呼和浩特至
约 114 公里。张呼高铁与京张高铁联通后，
北京运行时间将缩短至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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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计算机内蒙古生产线
第一台服务器封装
本报讯 （记者 张鑫）5 月 31 日，同方计算机（内蒙古）
有限公司服务器生产线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落成。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云光中与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立业为第一台服务器封装。
据介绍，同方计算机（内蒙古）有限公司服务器生产项
目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重点引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年生产能力约 10 万台，主
目。项目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
要以研发测试和生产制造服务器及自主创新科技产品，面
向全球市场提供人工智能、超级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一站
式解决方案，以及系列国产创新计算机产品，填补了自治区
装备制造产业核心设备制造能力的空白。服务器制造生产
线的正式落成，标志着同方与新区的战略合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将对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加
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高质量发
展起到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示范区”的
核心区，成立两年多来，在不断做大数据存储能力优势的同
时，紧盯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方向和前沿领域，全力实施
“大数据 +”战略，不断延伸和升级大数据云计算产业链。同
时围绕大数据、云计算基础算法、科研成果应用转化和软件
环境建设等，新区积极与国家有关部委、清华大学等科研院
所展开合作，并启动了内蒙古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不断夯实，进
一步提升了数据应用的能力和水平，为自治区大数据云计
算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全新动力。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
委书记冯玉臻在致辞中表示，同方计算机（内蒙古）有限公
司服务器生产项目，是同方与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共同打
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填补了自治区大数据装备制造
产业核心设备制造能力空白。今天，服务器制造生产线的正
式落成，标志着双方的战略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仅有
利于同方信息安全产业在内蒙古的快速发展，也将对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
带动作用。同时也希望同方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依托新
区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加大与新区在超级计算机、人工智
能等领域的合作力度，携手打造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
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服务相配套的创新型现代科技产业
园区，带动形成呼和浩特市乃至自治区自主创新的高科技
产业集群。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立业表示，同方
计算机内蒙古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服务器及国产创新科技产
品的研发测试、生产制造，现有厂房面积 4000 平方米。工
厂一期设计规划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拥有专业的生产、测试
和检验设备。全自动生产线可以完成从装配、调试、高温老
化、终检到包装各工序流水作业。每条生产线设计产能每天
生产 300 台服务器，年生产能力约 10 万台，年产值 20 亿
元人民币。未来，
同方将根据业务的发展需要继续扩建服务
器产品和国产创新科技产品生产线，使年产能达到 100 万
台以上，年产值 150 亿元，
把内蒙古生产基地建成同方北方
地区最大的计算机产品生产基地，在同方计算机的业务发
展上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扫黑除恶
第 15 督导组公告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进驻内蒙古
自治区督导，至 6 月 30 日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立举
报电话和举报专用邮箱，受理内蒙古自治区涉黑涉恶问
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举报电话：0471-4819221（汉
语）、
0471-4819216（蒙古语）。举报专用信箱：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 A729 号信
箱，邮编：010010。受
理来电时间为每天
8:00 至 20:00。如有
举报线索，请来电来
信或登录全国扫黑办
智能化举报平台进行
举 报 ， 网 址 ：www.
12337.gov.cn， 二 维
码。
见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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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味道吃文化真“可怕”
从“吃”到“货”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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