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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内蒙古呼和浩

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地

达成多项共识，并在此基

础上率先确立15项重点

工作任务，实现协同发

展。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在未来

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

呼包鄂三地居民有望享受

更加多元的区域红利和民

生红利——

花繁叶茂时节，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金三角”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合作
进一步深化。位于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
新区刚刚创建，一河之隔的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就谋划融合发展；紧邻包头的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开始建设面向包头的休
闲度假区和绿色食品基地⋯⋯

在刚刚结束的呼包鄂协同发展市长
联席会议上，又达成协同发展10项共识，
率先确立 15 项具体任务。今后，呼包鄂
三市将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建设、交通
运输互联互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示范区建设、培育延伸产业链、打造国内
外知名旅游目的地、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
置、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环境联
防联控和流域共治、推动自治区改革开放
创新发展十个方面实现协同。

跳出“一亩三分地”

“区域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
只有呼包鄂三市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实现协同，才能更好地发挥引领
作用。”呼和浩特市市长李杰翔告诉记者，
呼和浩特高度重视与包头、鄂尔多斯的合
作交流。下一步，呼和浩特将在平台打造

“国际化”、基础设施“联网化”、产业发展
“差异化”、政策支持“精准化”、合作交流
“多元化”上作文章，引领呼包鄂协同发展
行稳致远。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就出台了
《呼包鄂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将呼包鄂建设成为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火车头，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统筹城
乡发展的先行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示范
区。一年来，呼包鄂三市共同协商，联手
发展，致力实现“十大协同”。

2 月 24 日，和林格尔新区正式挂牌。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本级设定的产业发展
平台，新区在行政审批、管理权限、要素聚
集、机制创新等方面将具备比较突出的优
势。呼包鄂在协同发展中首要的就是协
同推动新区建设，打造三地要素交会、产
业融合、互动创新的空间载体和实践平
台。此外，三市决定在推动交通运输互联
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示范区建设、培
育延伸产业链、打造旅游目的地、促进要
素优化配置、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环
境联防联控、推动改革开放等领域，全面
实现协同发展。

完善协同发展

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内蒙
古各部门主动对接，主动作为。

2016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安排资金 2.64 亿元重点支持呼和浩特、
包头中心城市蔬菜基地建设和鄂尔多斯
肉羊养殖建设。安排旅游发展资金3985
万元，支持呼包鄂三市重点旅游景区基础
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安排资
金 1.87 亿元支持呼包鄂三市 3 个民航机
场建设与航线开发，安排资金 8400 万元
支持呼包鄂三市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今
年，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重点产业发

展引导基金，支持呼包鄂三地大数据产
业、云计算应用服务、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蒙古教
育部门今年下达呼包鄂中等职业教育基
础能力建设资金 5407 万元，同时提高呼
包鄂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契
合度，将三市92个专业纳入提升范围，每
个专业支持 300 万元。为进一步优化就
业创业环境，呼包鄂三地建成创业园和孵
化基地 91 家，带动就业 7 万人。在呼和
浩特建成创业市场，并把创业服务延伸到
包头的土右旗、固阳县和鄂尔多斯的准格

尔旗。为确保呼包鄂新建重点项目的用
水需求，内蒙古大力推进跨盟市水权转
让，已为 64 个重点工业项目提供 4 亿多
方水权指标。

“呼包鄂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
来，内蒙古多个部门先后制订了分工方
案，促进协同发展。”鄂尔多斯市市长龚明
珠深有感触，“健全完善的协调机制是协
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打造“1小时都市圈”

在内蒙古自治区推动呼包鄂协同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一次会议后，呼
包鄂协同发展明晰了路线图，率先突破
15项重点任务。

“今年，包头主动深化与呼和浩特、鄂
尔多斯两市的合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
对接，确定了 32 项重点任务。”包头市市
长杜学军认为，“随着三市 15 项任务的
推进，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和
达到什么目标清清楚楚，呼包鄂协同发
展必然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一批批项目相继开工，呼包鄂已变
成沸腾的工地。铁路方面，呼准鄂客运
专线即将完工，预计 7 月底通车。公路
方面，包茂高速包头至东胜段“4 改 8”项
目进入征地拆迁阶段。旅游方面，呼包
鄂三市组成区域旅游联盟，打造呼和浩
特大召至包头希拉穆仁草原再到鄂尔多
斯成陵等黄金旅游线路。新区建设方
面，呼和浩特全面启动了新机场区域、生
态园林绿化与河道治理建设用地收储工
作。同时，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和林格
尔新区与阿里巴巴等 60 多家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社会事业及公共服务项目前
期工作全面启动，金融小镇、大数据学
院、新区中小学等项目完成设计。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负责人对协同
发展路线图作了解读：涉及产业发展、互
联互通、生态绿化、旅游休闲、城市集群的
15 项工作任务。完成后，呼包鄂将变身
为“1 小时城市圈”、连山水生态带、一条
线风景区，三市固话并网升位、区号统一、
同城同网，三市远程互动教学一体化、人
口健康信息一体化。同时建成以呼和浩
特为中心的呼包鄂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
以包头为中心的国家级稀土新材料产业
园区，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高端精细化工
和绿色能源产业集群。

达成10项共识 确立15项任务

呼包鄂协同发展路线图明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魏婧宇 达日
罕）高铁综合检测动车组以最高 275 公
里/小时的速度，日前在张家口—呼和浩
特客运专线内蒙古乌兰察布至呼和浩特
东段进行联调联试。

张呼客运专线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八横八纵”快速客运网京兰高铁的
重要组成部分，东起河北张家口，西至内
蒙古呼和浩特，线路全长 286.8 公里，设

计时速250公里／小时。
此次联调联试的区间计划于今年 7

月底开通运营，届时两地的运行时间
将从现在的 1 小时缩短为 35 分钟。预
计至 2018 年，张呼客运专线将全线建
成通车，未来将会与在建的京张高铁
接轨，届时呼和浩特至北京的运行时
间将从现在的平均 9 小时缩短为 3 小时
以内。

内蒙古首条高铁试跑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为加快推进外贸新模式
新业态发展，北京推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工作小组
办公室组织开展了首批示范企业认定工作，授予中建材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航天长城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宜贸兴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尚易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汇百天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6家企业“北京市外贸综合服务示范企业”称号。

据了解，这些示范企业将共同参与北京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试点工作。对示范企业，相关部门推出了优先纳
入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试点
企业范围、优先接入出入境物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系统
和北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优先获得外经贸发展引导
基金和担保服务平台支持、优先提供相关信息咨询等多
项支持政策和服务措施。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寇衢报道：日前，满载
千余名插秧农民工的专列在黑龙江绥化站发车驶向三江
平原，哈尔滨铁路局今年将运送 3 万多名农民工赴垦区
春播插秧。

黑龙江三江平原地区每年春播季节都需要大量外地
农民工前往该地区开展水稻插秧作业。从 2000 年开
始，为保证春耕不误农时，给农民工集中赶赴垦区提供便
利，哈尔滨铁路局根据农民工客流运输需求组织开行“插
秧专列”，累计运送插秧农民工约150万人次。

今年三江平原春播将种植数百万亩优质水稻，5月3
日至 20 日，铁路部门共开行两对“插秧专列”，出行方向
主要集中在水稻种植集中的新友谊、建三江、红兴隆、换
新天、前进镇等 5 个重点地区，客流高峰期日均客流
4500人左右。

黑龙江开行“插秧专列”保春播

北京认定首批外贸综合服务示范企业

一大早，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就开始了忙碌。“今天轮到我值班，除了电脑上的工作，
我还要兼顾手机微信群里的市民服务诉求。”工作人员孙
兆佩打开电脑后从衣袋里掏出手机，逐条回复微信群里
的内容：“徐晓瑜女士您好，您的准营证已办好，请您抽空
到西夏区市民服务大厅8号综合窗口领取。”

记者了解到，为高效服务企业和群众，西夏区政务服
务中心今年推出“指尖上的政务服务”——微信服务，建
立西夏审批办公群，运用新媒体提升政务服务。西夏审
批办公群内包括职能部门负责人、办事企业和群众，形成
多部门实时联动，能及时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办事咨询、办
件通知、建议意见和信息咨询等综合业务。

在该服务中心门口，前来办理营业执照的市民王小
刚告诉记者：“有了微信服务确实方便了，我们公司要办
营业执照，可以提前在手机微信群里咨询需要办理什么
手续、携带哪些文件材料，这样既不用来回跑路，也省下
了不少时间。”

“建立微信群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群众省时省力，方便
办事。”西夏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何曼丽介绍说，为快速
有效解决群众的问题，每天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值班，专门
在微信群内答疑解惑，微信群内实时公布办件情况，及时
告知办件群众，以便他们第一时间拿到相关证件。同时
主动对接跟踪了解企业项目信息及存在的问题，及时沟
通、协调解决，促进项目尽快落地、建设、投产。

目前，西夏区的政务服务微信群先后加入 1700 名
“群友”，已有32名审批负责人及43家企业和295名群众
受益。

宁夏银川西夏区：

提供“指尖上的政务服务”
本报记者 许 凌 通讯员 肖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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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第四调料酿造厂

天津第五调料厂

重庆上桥副食品中转库

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

哈尔滨丁香大厦

北国之春大酒店

沈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元商厦

陕西省杨陵商业综合楼

陕西延安商业综合楼

甘肃省商业储运公司

甘肃省饮食服务公司

8,470,927.48

598,093.43

4,517,379.33

2,038,536.35

13,875,626.36

13,803,257.07

740,073.24

2,334,550.00

565,666.67

5,385,083.35

14,286,920.23

11,426,061.83

(6,783,800.00)

(384,000.00)

(3,250,000.00)

(1,500,000.00)

(11,000,000.00)

(10,970,000.00)

(531,000.00)

(2,0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0)

(11,773,000.00)

(8,921,000.00)

催收公告

公告附表（括弧内数字为本金）：（单位：人民币元）

天水百货采供站仓库

天水五交化采供站仓库

甘肃省甘南州工贸商场

青海省饮食服务公司（饮食服务楼、民贸大楼）

宁夏饮食服务楼

宁夏民贸特需友谊总公司

新疆库尔勒油库

武城县商业批发站

山东长岛县商业总公司

青岛大酒店（青岛大厦）

福建省台湾饭店

井冈山饭店

吉安市文山购物中心

瑞金市百货实业公司

岳阳市百货总公司

肇庆市商业储运公司

广州国强食品厂

深圳华商进出口公司

湛江市商业储运公司

惠州市商业集团企业公司

柳州雅乐饼干总厂

四川省民族贸易联合公司

四川省贸易厅

云南省贸易厅

贵州贵阳河滨饭店

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1,206,181.49

832,805.49

1,064,235.00

4,078,038.77

3,667,091.87

2,339,352.50

1,497,663.12

446,163.02

7,144,252.98

421,527.94

8,467,842.67

642,083.39

1,096,450.00

473,633.34

1,210,833.33

13,785,740.00

3,062,598.94

13,530,451.41

1,093,583.34

2,838,200.00

1,105,352.00

2,464,700.00

1,583,500.00

515,000.00

1,190,416.67

1,334,199.01

(1,050,000.00)

(750,000.00)

(1,000,000.00)

(3,610,000.00)

(2,802,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395,000.00)

(5,500,000.00)

(268,000.00)

(7,280,000.00)

(50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

(1,000,000.00)

(12,420,000.00)

(2,400,000.00)

(10,975,000.00)

(1,000,000.00)

(2,400,000.00)

(840,000.00)

(2,000,000.00)

(1,500,000.00)

(500,000.00)

(1,000,000.00)

(9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