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于 2014 年 6 月获批设立，范围
覆盖二连浩特市全境，面积约 4015平
方公里，人口约 10万人，北与蒙古国
口岸城市扎门乌德隔界相望，是我国对
蒙开放的最大公路、铁路口岸，向北开
放的前沿和窗口。

试验区获批以来，二连浩特积极发
挥对蒙开放合作主要通道的优势，着力
创新体制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
善民生，努力把试验区建设成为我国向
北开放国际通道的重要枢纽、深化中蒙
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沿边地区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和睦邻安邻富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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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二连浩特：拓展向北开放通道

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我方一侧3平方公里核心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二连浩特试验区名片

本版责编 张 虎 徐 达 祝 伟

带动更多中国食品走出国门
本报记者 余 健

1 月 13 日，执行验证试飞任务的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在芜湖

宣州机场穿过水门。当日，安徽芜湖宣州机场圆满完成验证试

飞任务。芜湖宣州机场是安徽省芜湖宣城两市共同出资建设的

4C级民用运输机场，也是安徽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机场近期规划年旅客吞吐量 175 万人次、年货邮吞

吐量1.8万吨。 新华社记者 汤 阳摄

□ 本报记者 余 健

工作人员一声令下，装满油菜籽的列

车缓缓向前移动，到达指定位置后，车厢

底部随即开启，将油菜籽卸装至铁轨底部

的传送皮带，再通过 350 米的栈桥输送到

粮食筒仓区，随后将根据生产进度陆续进

入相应车间……这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二

连浩特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粮油企业——

内蒙古东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寒冬

里的作业场景。

该公司行政人力经理渠培江说，这是

公司 2021年从俄罗斯进口的第一批散装粮

油作物，虽然近期受国外一些不可抗因素

影响，进口量有所降低，但是 2020年公司

散装粮油作物进口量不降反升，“这与二连

浩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基础设

施以及加大扶持力度是分不开的”。

通道建设成效显著

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市隔界

相望，是我国对蒙开放的最大公路、铁路口

岸，也是对蒙经贸合作的主要通道和对俄经

贸合作的重要平台。2014年 6月，二连浩特

市获批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范围

覆盖二连浩特市全境。二连浩特市把握机

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大局，统筹用好区位、资源和政策优势，

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2020 年

预计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 1900 万吨，同

比增长 4%，创历史新高。平均每年进口木

材 130多万立方米、铁矿石 600多万吨、铜矿

粉 60 多万吨。2020 年过境中欧班列 2379

列次，同比增长53.3%。

同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二连浩特至锡林浩特铁路全线贯通，

二连浩特至锡林浩特一级公路二连至满都

拉图段、省道 312 线二连段等公路相继开

工建设。二连浩特机场改扩建工程具备验

收条件，积极争取开通国际航空口岸，通

疆达海通道正在形成。

打造口岸发展新平台

在内蒙古华泽资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工人们正在轰鸣的机器旁有条不紊地

操作着。“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 2020 年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总体不错。”该公司副总

经理车万成告诉记者，公司的发展离不开

二连浩特边境经济合作区相关部门的支

持，“从最初厂区建设到疫情后复工复产都

有专人指导服务，政府相关部门还会定期

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需求。”

为推动试验区建设发展，二连浩特把

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边

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贸易区作为试验

区先导性工程，全力打造口岸开放发展新

平台。目前，中蒙两国签署了经济合作区

建设协议，边境经济合作区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已形成木材 130 万立方米、铁矿石

1000 万吨、粮油 70 万吨、绒毛 1400 吨的

加工能力。边境贸易不断创新发展，以边

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为契

机，组建边民合作社、开发信息交易系

统，推动“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模

式，不断提升互贸区服务贸易创新、创业

就业、边民致富能力。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1992年，20来岁的薛玉梅随父母从浙

江温州来到二连浩特谋生，如今已创立了

两家贸易公司。“二连浩特是口岸城市，政

策好，机会多，当时就是冲着这点来到这

里的。”薛玉梅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二连浩

特变化很大，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交通

越来越便利，医疗教育等设施也越来越完

善，尤其是营商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人们

的幸福指数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做进出口

贸易比较关注的通关流程进一步优化，工

作人员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也显著提升，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公司业务总体保持

平稳。”

记者了解到，自试验区获批以来，二

连浩特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激发口岸

发展活力，率先在全国实现图格里克现钞

调运、中蒙本币互换协议项下图格里克融

资和跨境结算，率先在全国实施边境海关

联合监管试点，中蒙海关联合监管货物载

货清单实现电子数据传输，口岸人员、车

辆通关时间平均缩减 40%以上。深入实施

“互联网+政务服务”“证照分离”和土地

二级市场交易改革，全面推行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公共资源交易实现全流程电

子化。

锡林郭勒盟盟委委员、二连浩特市委

书记刘志平说，虽然试验区建设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但依然存在国际运输通道不

畅、运力不足，相关政策措施推动落实难

度较大等瓶颈。下一步，二连浩特将围绕

建设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全

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找准深化同蒙古国、俄罗

斯互利合作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拓展

开放领域，推进务实合作。着力构建外向

型产业体系，加快推动中蒙二连浩特—扎

门乌德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边

民互市贸易区建设，提高产业承载和服务

能力。同时，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深

化“放管服”改革，加强跨国消费纠纷解

决平台、制度建设，保护中外客商合法

权益。

“我们要努力将试验区建成欧亚国际通

道的物流枢纽、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

略高地、外贸转型升级的示范基地、资源

要素集聚的开放平台、对外展示文明形象

的窗口，真正把口岸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产

业优势、发展优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刘志平说。

“这些天出货情况非常好，平均每天能

出货 20 个集装箱，约 500 吨的水果蔬菜及

生活日用品，最多时一天能出货 40 个集装

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昊罡果蔬粮油进出

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龙说，“前段

时间因口岸疫情防控需要，承运车辆数量

有限，仓库果蔬积压超过 5000吨，最后在多

方协调下得以有效解决。”

赵龙老家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从

1992年来到二连浩特口岸，做过服装、副

食品生意，从 1995 年开始经营水果蔬菜。

“那些年，果蔬销售商较为零散，缺乏统

一管理，于是 2007年我们成立了公司，集

中管理，规范运营，推动当地果蔬产业做

专做强。”赵龙说。

受益于二连浩特市中蒙俄经贸洽谈

会，赵龙公司的果蔬出口业务方向延伸至

俄罗斯布里亚特市场，先后与乌兰乌德市

和伊尔库茨克市的大型商超开展果蔬供应

合作。同时，借助中蒙公路口岸的“农产

品绿色通道”，有效提升了果蔬农产品的

通关速度，保证果蔬新鲜抵运蒙古国、俄

罗斯市场。目前，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2019年，果蔬出口量 8万吨，货值 1600万

美元。2020 年，果蔬出口量达 98250 吨，

货值1965万美元。

此外，赵龙还抓住了二连浩特发展边

民互市贸易区的机会，率先联合当地农牧

民成立边民合作社，通过互贸区进口国外

商品带动农牧民增收。“如今能借助口岸区

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扶持，让我们的农产品

走出国门的同时，便利他国之需，助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赢，是我们的荣

幸。”赵龙说，作为边境口岸进出口企业，下

一阶段公司计划将冷链物流与现有进出口

业务结合起来，带动更多的中国食品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不断发展的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赵龙满怀期待。“这些年能

感受到二连浩特在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特

色优势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变化。相信二连浩特会越来越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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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讯（记者童政 中国县域
经济报记者陈自林）近日，记者从广西生

猪生产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2020

年三季度末广西生猪存栏 1795.8 万头，

同比增长 17.6%；11月底，规模猪场生猪

存 栏 和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监 测 环 比 增 长

7.49% 和 8.6% ，同 比 增 长 114.8% 和

99.1%，连续15个月环比增长。

“为抓实生猪稳产工作，广西及时将

任务分解落实到市，要求细化落实到县

（区），落实到场到项目。同时，广西将恢

复生猪生产工作列入设区市绩效考核内

容，开展了 2020 年工作督查，把恢复生

猪生产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督查内容，进

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广西壮

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梁纪豪说。

一年来，广西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手

段，快速恢复生猪生产。贵港市由龙头

企业带动中小规模猪场、家庭农场、合作

社、养殖大户等进行猪场改造，完善防控

措施和管理制度，提供仔猪和饲料，共同

开展生产。玉林市创新推出“生猪活体

抵押贷款”模式，出台《生猪活体抵押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全流程保障生猪复

养。来宾市引进大企业布局全产业链，

先后引进正大集团、新希望六和集团等

国内外生猪养殖龙头企业落户建设生猪

养殖基地，发展生猪全产业链项目。

同时，广西大力抓好生猪生产政策

落实工作。广西统筹中央和自治区资金

23 亿多元，支持新建和改扩建规模猪

场、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保费补贴、

贷款贴息、生猪良种补贴、粪污资源化利

用和非洲猪瘟防控等。此外，广西还积极协调解决养殖场基地

的融资难题，生猪养殖贷款余额 168.6亿元，对 2020年 3月 16日

至 12 月 31 日新发生的农业信贷业务，免收 1 年期融资担保费

用，在保金额超7.7亿元。

为发挥龙头企业典型示范作用，广西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架网

床环保猪舍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试点，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中小规模

养殖场进行猪场改造和新建规模养猪场，共同发展生猪生产。截

至 2020年 11月底，全区新建和改扩建规模猪场 2288个，设计规

模存栏母猪145万头，年出栏2527万头，投产项目达到1750个。

广西把恢复生猪生产和产业扶贫相结合，60 多个县（市、

区）将生猪产业作为县级“5+2”特色产业。扬翔集团与百色市、

河池市签订龙头企业带万户生猪产业扶贫项目。广西壮族自治

区印发《支持恢复生猪生产助力产业扶贫的通知》，对 2020年在

贫困地区开工建设并在当年竣工投产的、设计规模为年出栏生

猪（含仔猪）1 万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予以奖补，奖补资金 7800

万元已列入2021年预算。

芜湖宣州机场完成验证试飞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太阳宫社区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6月16日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61

流水号：00591266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南街17号楼一层103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12月28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彩虹城社区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9月04日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57

流水号：00590607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光彩路 68 号院西区 1 号楼 1

层 08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12月28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丽都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丽都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812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05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 5 号东方金融中心第一层
L102、L104单元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1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体北路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工体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069356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18号2号楼一层105室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1月1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塔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1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41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8月21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8号院 10号楼 1至 2

层25、26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1年1月4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直门外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3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54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8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北二里庄44号迤南一层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1年1月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尊敬的保管箱客户：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市分行停止办理保管箱业务。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市分行

办理保管箱业务租约到期未及时退租的客户于 2021年 3

月 15日前，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保管箱钥匙（2条）、《客户

租约》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市分行办理退

箱手续。

二、若您本人无法亲自前来办理退租手续，可授权他

人代办理。代办人除带上述资料外，还应出示其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和经公证的授权书。

三、对于在公告通知的期限内仍未办理退箱手续的

保管箱，我行将在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凿箱移

存保管，如超过一定期限的将按相关租约条款进行处理。

如您有任何疑问，烦请前来商洽处理。对于由此给

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联系电话：0561-30521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市分行

2021年1月1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市分行
保管箱清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