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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种植点亮村民致富梦

首府：齐心协力建设“五宜”高品质城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市委工作报告
中提出：在城市定位上，要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
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重要要求，全面
建设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高
品质城市，打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
亮丽风景线。

宜居，就是把城市建得舒朗大气、
舒适宜居、赏心悦目、健康时尚，降低群
众生活成本，提升城市生活品质，让市
民吸得上清新空气、喝得上健康水、吃
得上放心食品、用得上便捷交通、住得
上舒适房屋、看得到满眼绿色。

“今年我市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全面
摸排、提前谋划、统筹部署，今年计划
改造的 333个老旧小区目前已全部完
成，面积约 466 万平方米，涉及居民

5.4 万户，老旧小区改造让首府百姓
住得更舒适，幸福指数大幅提升。”市
住建局局长张玮介绍说，“十四五”期
间，呼市确定实施老旧小区提标改造
1682 个，面积约 2400 万平方米，涉及
居民约 27万户。

“市委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五宜’城
市，首先是宜居，宜居最主要的一项任务
是打造好生态环境，蒙草作为一家生态
修复企业，公司目前已有一千多项关于
生态修复方面的技术标准和专利发明，
我们要运用自己专业和优势，为首府全
面建设‘五宜’城市，打造‘美丽青城、草
原都市’亮丽风景线贡献蒙草的智慧和

力量。”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贾辰雁说。

宜业，就是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发展氛围，让创业创新者体
会成功的快乐，满足自我价值的提升，
满意营商环境的改善。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信
息中心助理工程师李江杰说，市人社
局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以落实“六
稳”“六保”工作任务为重点，以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统筹推
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
等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通过稳存量、扩

增量、保重点、促匹配、兜底线等一系
列举措拓宽就业渠道，努力营造“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氛围，助力首
府打造宜业之城。

宜学，就是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发
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教育
提质发展、职业教育特色发展，扩大优
质教育供给，让每个孩子都能好上学、
上好学。

市委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未来五
年，首府将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加大公办园建设力度，新增40所公办幼
儿园，新建改扩建 40所中小学、新增 5
万余个优质学位，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
学校。要抓好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
发展，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整合提质计
划，推动中职教育走在全区首位。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企业办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企业间存量非住宅
转移登记）在“蒙速办、一次办”专窗办
理，可实现申请、受理、发证业务全流
程“一个环节”。这是记者近日从市自
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的。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自然
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为企业设置服
务专窗，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由专人
对接、优先受理，提供事前、事中、事后

全流程服务。此次，业务范围适用于
企业法人之间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存量非住宅转移登
记。

业务办理流程为：企业法人（代理
人）申请（免预约）→“蒙速办、一次办”
专窗受理→发证。办理时限为：企业
间存量非住宅转移登记 90分钟办结
发证。同时，可通过“免费邮寄”寄递

《不动产权证书》。

我市企业间存量非住宅转移登记
实现全流程“一个环节”90分钟办结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对于果树，回
民区东乌素图村的张宏奎有着特殊的情
怀。种植果树20多年来，张宏奎的果园
规模逐渐壮大，配备设施也越来越齐
全。每到夏天，挂满枝头的各种果品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摘、游乐。通过经
营果园，张宏奎不仅实现了自己致富增
收的小康梦，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进入 10月，首府的天气逐渐转凉，

虽然果园的采摘暂时“停歇”，但张宏奎
却一直没闲着。这几天，他每天都在果
园内忙乎，一方面，他想增加果园内的步

道，方便游客采摘、休息；另一方面，他想
增加果园内游乐设施，让游客在采摘的
同时体验更多的游乐项目。张宏奎介绍

说，1999年，自己开始种植果树，经过多
年的种植，果园内的果树面积越来越大，
品种也越来越多，慢慢地形成了规模。
2010年，果园正式接待游客，很多市民
及周边村民前来采摘大杏、李子等果品，
采摘过后，在果园内品尝农家饭。如今，
果园的果树品种越来越丰富，大家来的
时候可以采摘到不同果品。

（下转第3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主要内容
如下。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
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
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
作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迫切需要进一
步加强标准化工作。为统筹推进标准
化发展，制定本纲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标准化治
理结构，增强标准化治理效能，提升标
准国际化水平，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标准体系，助力高技术创新，促进
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二）发展目标
到2025年，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

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
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
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
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标准化更加有效
推动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促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
挥更大作用。

——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农业、
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标准全
覆盖，新兴产业标准地位凸显，健康、安
全、环境标准支撑有力，农业标准化生
产普及率稳步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共性
关键技术和应用类科技计划项目形成
标准研究成果的比率达到50%以上，政
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结构
更加优化，国家标准平均制定周期缩短
至18个月以内，标准数字化程度不断提
高，标准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质量
效益、生态效益充分显现。

——标准化开放程度显著增强。
标准化国际合作深入拓展，互利共赢的
国际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密切，标

准化人员往来和技术合作日益加强，标
准信息更大范围实现互联共享，我国标
准制定透明度和国际化环境持续优化，
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关键技术指标的
一致性程度大幅提升，国际标准转化率
达到85%以上。

——标准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
建成一批国际一流的综合性、专业性标
准化研究机构，若干国家级质量标准实
验室，50 个以上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形成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一体化运行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
系，标准化服务业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

到2035年，结构优化、先进合理、国
际兼容的标准体系更加健全，具有中国
特色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市场
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
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二、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
展

（三）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
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
等领域，开展标准化研究。在两化融
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
卫生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应用前景
广阔的技术领域，同步部署技术研发、
标准研制与产业推广，加快新技术产业

化步伐。研究制定智能船舶、高铁、新
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等领
域关键技术标准，推动产业变革。适时
制定和完善生物医学研究、分子育种、
无人驾驶等领域技术安全相关标准，提
升技术领域安全风险管理水平。

（四）以科技创新提升标准水平。
建立重大科技项目与标准化工作联动
机制，将标准作为科技计划的重要产
出，强化标准核心技术指标研究，重点
支持基础通用、产业共性、新兴产业和
融合技术等领域标准研制。及时将先
进适用科技创新成果融入标准，提升标
准水平。对符合条件的重要技术标准
按规定给予奖励，激发全社会标准化创
新活力。

（五）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
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评
价机制和服务体系，推进技术经理人、
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等标准化工作。完
善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加强标准制定过
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成果产
业化应用。完善国家标准化技术文件
制度，拓宽科技成果标准化渠道。将标
准研制融入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缩短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标准研制
周期，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步伐。

（下转第2版）

我市4家锅炉房昨日起炉即将开始供暖
本报讯（记 者 刘 丽 霞）“3、2、

1……点火起炉！”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我市最大的老旧小区——团结小
区的广大居民盼来好消息，作为我市
今冬第一家错峰起炉的锅炉房，市燃
热集团富泰热力新华东分公司团结小
区锅炉房正式点火，即将开始供暖。
随着红红的火焰在炉膛内燃烧跳跃，
人们心里顿时感觉到暖乎乎的。

据市燃热集团富泰热力新华东分
公司支部书记王忠涛介绍，10日9时、
10时，团结小区锅炉房2台 29兆瓦锅
炉先后点炉升温，供热面积为88万平
方米。随着一次网温度的逐步上升，
达标后将启动10个二次网热力站，预
计13日左右，团结小区居民家中将能
见热。

记者从市住建局属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获悉，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
求，10月10日至12日，我市错峰起炉
的锅炉房分别为：滨水锅炉房、德力
格房管一所锅炉房、泓利泰锅炉房、
山水小区锅炉房、城发三合村锅炉
房、富泰新华东团结小区锅炉房、北
垣鑫锅炉房、实建信丽苑锅炉房、凯
德成毫沁营锅炉房、凯德成星火巷锅
炉房、鸿坤锅炉房、旭阳锅炉房、恒鸿
锅炉房、富泰巴彦热源厂、富泰光明
热源厂、昌盛泰锅炉房、怡康居锅炉
房，共17座。

截至 10日 18时 30分，10日已起
炉锅炉房有：城发三合村锅炉房、富泰
新华东团结小区锅炉房、恒鸿锅炉房、
富泰巴彦热源厂。

近期，呼和浩特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顺利推
进，建设成果斐然。

为了保障施工顺利推进，新机场现场指挥部提
前统筹计划、靠前指挥，有效疏通影响施工过程的难
点和堵点；施工单位加强组织管理，配足施工生产资
源，国庆节假日期间劳动作业人员不减反增，由原来
的1100名增加到1300名，加班加点施工作业；监理
单位全程旁站，确保工程保质保量。

据了解，新机场现场指挥部抓住今年入冬前施
工的黄金季节，投入4台混凝土泵车、10台25t吊车、
12台塔吊和数台装载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1300名
建设者紧锣密鼓施工作业，完成航站楼预留轨交部
分底板4-17轴，总长120.38m，合计浇筑混凝土4840
㎥；航站楼10米层浇筑混凝土3850㎥航站楼轨交部
分和 10 米层钢筋绑扎完成 1680t；飞行区清除草皮
61000㎡。

■本报记者 云艳芳 摄

新机场建设
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今年以
来，市财政局通过财政专项支持重点
项目、创新投入方式、强化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等措施，不断加强财政科技
资金管理，提升财政科技资金的管理
水平和使用效益。

重点支持乳制品加工、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技术、装备制造、信息技
术等优势特色产业，通过支持重点产
业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市已形
成具有呼和浩特特色的较为完善的
重点产业链条。强化项目资金绩效
管理。3年来，市财政委托第三方绩
效管理咨询机构对列入财政预算保
障的两项科技计划项目“重大科技项
目”“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预算
资金的政策合理性、资金使用的合法
性以及项目开展情况进行全过程绩
效评价，规范财政科技支出，在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切实做到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目前，财政科技资金取得一定成
效。2018年以来，围绕新能源、新材
料、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电子信息
等产业持续发力，全市安排高新技
术产业领域科技计划项目 160 项，
科技资金投入 1.27 亿元，带动社会
投入 9.2 亿元。全市安排市本级农
村领域科技计划项目 94 项，科技投
入 0.4 亿 元 ，带 动 社 会 投 入 2.4 亿
元。“科技兴蒙”行动可带动社会投

入 5 亿元以上，产生新工艺新技术
30 项以上、新产品 40 项以上、专利
30 项以上、软件著作权 90 项以上，
预计可实现产值 40 亿元。在产学
研合作方面，积极鼓励企业与中国
科学院、清华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
学、自治区高校科研院所等区内外
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借助
先进地区人才、资源、技术等优势，
开展联合研发攻关，提升我市科技
创新能力。目前，实施科技合作项
目 52 项，带动企业研发投入 2.24 亿
元。研发新装置、新产品、新技术
43 项，获得无公害认证 11 个，制定
技术规程 28 个，建立生产线 6 条，
示范基地 15 个，极大促进了企业关
键技术研发攻关，促进了科技成果
在我市转移转化。

就科技特派员工作而言，目前，
全市共有 504名科技特派员在 9个旗
县区的园区、基地、农村开展农业科
技服务工作，服务农业园区、基地达
378 个，覆盖设施数量 15092 个。通
过科技特派员培养农村技术人员
1390人，带动就业 32651人；引进、培
育农牧业新品种 668个，引进推广农
牧业生产新技术 850项；特派员带动
周边农户年均增收 5000 元，有效促
进了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农民增
收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市
邮政管理局召开“快递进村”工作达
标推进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
断推动我市“邮快合作”，加快推进

“快递进村”工作进度。
此次会议重点解决邮政、顺丰、

京东三家企业共同实施的“快递进
村”系统及业务对接前具体进展及
存在的问题，要求三家企业科学谋
划、主动作为，进一步满足全领域、
广覆盖、多样化的寄递物流需求，提
升服务品质，打造切实可行的“邮快
合作”“快递进村”样板；创新邮政快

递合作模式，探索邮政快递基础设
施共投共建共用模式，提高农村地
区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加快推进农
村邮政快递服务点建设，发挥邮政
快递业网络优势，不断满足邮政快
递末端收投需要。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快递进村”
工作进度，市邮政管理局将采取现
场和实地督导等方式，抓实、抓细

“快递进村”工作，引导邮政快递企
业深度合作，加速推动“快递进村”
协同发展模式在我市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我市加强财政科技资金管理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我市加快推进“快递进村”工作进度

“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
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
进。”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深刻阐述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
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
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继续奋勇前进！铿锵的话语，豪迈的宣示，激励着
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
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
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巨大的震撼力和
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
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下转第4版）

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