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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常态 发现新动力

“投资内蒙古峰会暨 2
0
1
7内蒙古年度经济榜”正式启动
公安简讯

◇全媒体记者 孙鹤 实习记者 尹欣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内蒙古自治
区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网、内蒙古
股权交易中心、内蒙古投资网联合主
办的“投资内蒙古峰会暨 2017内蒙古
年度经济榜”正式启动。
面对国内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趋势，内蒙古经济已进入了一
个新旧经济动能转换的阶段，迫切需
要新的经济火车头和新的产业动力拉
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记者了解到，
“ 引领新常态、发现
新动力新标杆”成为本届峰会论坛和
评选活动的主题关键词，旨在搭建更
加高效便捷的投融资、项目对接、招商
引资平台，寻找一批转型变革中的领
航者。
据悉，
“ 投 资 内 蒙 古 峰 会 ”将 在
2018年 1月中旬举行，届时将邀请国
家相关部委、自治区、各盟市政府主要
领导、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智库机构
专家、众多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代表、
知名企业家、优秀创业企业代表发表
主题演讲并参与圆桌对话。
“投资内蒙古峰会”将深入梳理和
挖掘本地优质企业和项目资源，通过
项目筛选展示、交流座谈、项目路演、
专家评委公正推选等形式，吸引国内
外知名的投资机构关注和投资，促进

鄂尔多斯市
食药警察全力保障食药安全

按市公安局“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
主题活动的总体部署，食药支队提前谋划部
署，在国庆、中秋期间，组织全市食药侦民警
采取“三个开展”即针对“时节”特点开展净
化餐桌专项打击，针对网售假药突出的问题
开展“净网”行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开展清理整治，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行为，全面净化市场环境，严防发生各类食
品药品安全事件，确保了“两节”期间社会和
谐稳定。
徐海玉

◆
“投资内蒙古峰会”启动

全媒体记者 孙鹤 实习记者 尹欣摄影

全区股权投资合作与交流，为企业融
资拓展途径，助力优势产业借金融资
本，提升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
论坛主办方将联合多方资源，努
力将“投资内蒙古峰会”打造成为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长久性论坛，
每年轮流在内蒙古各盟市举办，力争
使该论坛成为内蒙古人才技术交流、
招商引资、优质项目对接落地的平台。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努力培
育发展新动力，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

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答卷，全区涌现
出了一批引领经济发展的领军企业
家、锐意进取的创业人物、市场领先的
绿色品牌。
届时，
“2017内蒙古年度经济榜”
将评选出具有内生动力的“10大经济
人物”
“ 创业新锐 50人”
“ 绿色品牌 50
强”，从三个维度由点带面梳理出本年
度经济的脉络与走向，从中展现内蒙
古发掘动力转换的新能量、结构调整
的新看点、转型升级的新希望。
据了解，本届评选活动共分六个
阶段，即启动仪式、社会推荐、初评、网
络投票、终评、推广阶段。

我国非常规能源屡获突破

新华社上海 10月 11日电（记者
刘雪）从页岩气到可燃冰，再到干热
岩，今年以来，我国非常规能源发展获
得多项重大突破。11日，国土资源部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主任张大伟在
上海表示，国土资源部正在向国务院
申报天然气水合物新矿种，组织编制
《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规范》。
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今
年 5月 10日，我国在南海神狐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截至 7月 9日，
试开采连续试气点火 60天，累计产气
30.
9万立方米，平均日产 5151立方米，
甲烷含量最高达 99.
5%。
张大伟说，这次试采取得了多项
重大突破性成果，创造了产气时长和
总量的世界纪录。随着科技不断突
破，预计 2030年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年
产能达到 10亿立方米。
伴随着技术突破，
页岩气作为独立
矿种，
在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潜在能源到
现实能源的跨越。张大伟介绍说，
2016
年我国页岩气产量达到 78.
82亿立方
米，预计 2017年产量达到 100亿立方
米，
仅次于美国、
加拿大，
位居世界第三。
我 国 页 岩 气 发 展 规 划 提 出 ，到
2020年力争实现产量 300亿立方米，
2030年实现产量 800亿到 1000亿立
方米。
“目前来看，
我国页岩气的产量目
标可以实现，
甚至偏保守。
”
张大伟说。
作为地热能的一种，干热岩资源
量巨大、分布广泛，排放几乎为零，热
能连续性好，具有可观的商业价值。
近期，我国在青海共和盆地 3705深处
钻获 236摄氏度的高温优质干热岩体，
实现了干热岩勘查重大突破。张大伟
说，根据目标规划，2020年至 2030年
度，我国干热岩有望实现商业化运作。

薛家湾第二派出所
国庆期间安全工作抓得好

国庆期间，为给辖区居民营造一个欢
乐、祥和、安定的节日气氛，薛家湾第二派出
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工作。派出所本着以
“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
专门成立了安全检查小组。
共出动警力 18人次，出动警车 6辆，散
发安全防范宣传资料 1000余份，检查各类
单位和场所 42家，发现安全隐患 4处，当场
整改 3处，
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 1份。
王建华

薛家湾第二派出所
开展涉爆单位安全检查

11日，准旗公安局薛家湾第二派出所深
入辖区涉爆单位进行了涉爆物品安全检查。
民警认真查看了涉爆单位火工库的视
频监控系统，日常工作安全检查记录表、巡
视表，重点检查了火工库雷管、炸药的储存、
使用等各个环节；民警对涉爆物品管理和火
工库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四项要求。
通过检查，进一步提高了涉爆单位的责
任意识、安全意识，确保涉爆单位及周边居
民的安全。
王建华

薛家湾第二派出所
深入社区预防
“一氧化碳中毒”
安全宣传

随着秋季气温的急剧下降，居民、工地
等场所因使用煤炉等直接燃烧取暖设备引
起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为切实
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准旗公安局薛家
湾第二派出所于 10日深入辖区开展预防
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工作，共发放张贴宣传
材料 200余份，用微信朋友圈转发 50多次，
受教育群众达 1000余人，受到了辖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王建华

国际油价 10日上涨
新 华 社 纽 约 10月 10日 电（记
者 孙鸥梦）国际油价 10日上涨，其
中纽约油价创两周以来的最强单日
涨幅。
据媒体报道，
沙特阿拉伯或将于
今年11月起削减其原油出口量。受此
消息提振，
国际油价10日强劲上扬。
此外，美元走弱也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的投资

吸引力。当天，衡量美元对六种主
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 0.
45％，在汇
市尾市跌至 93.
25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
所 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
涨 1.
34美元，收于每桶 50.
92美元，
涨幅为 2.
70％。12月交货的伦敦布
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
82美元，
收
于每桶 56.
51美元，
涨幅为 1.
47％。

科右中旗公安局建设
“党建文化长廊”
为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党建工
作，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民警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近日，科右中旗公安局因地制
宜 ，把 办 公 楼 内 走 廊 两 旁 的“ 空 白
墙”和“办公室”合理利用变成“党建
文化墙”和“党建活动室”
“ 党员读书

室”，开辟了彰显特色的“党建文化
长廊”，营造出人人学党章、学系列
讲话，
争做合格党员的良好氛围。
通过打造“党建文化长廊”，不
仅构筑起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
加强党性教育的新阵地，更展示了
科右中旗公安局公安事业发展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
财喜 包旭

薛家湾第二派出所
加强水源地安全检查

8日，
准旗公安局薛家湾第二派出所深入
辖区水源地与污水厂进行安全检查。
民警重点对水源地、污水厂的设备运营
情况、设备缺陷、化学物品的运输、储存和使
用、视频监控、消防设施的有效性、污水处理
池以及周边地质隐患安全进行详细排查。
通过检查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安全防
范意识，规范了水源地、污水，安全运作管理
水平。
王建华

薛家湾第二派出所
成功调解一起非公死亡案

9月 15日凌晨 4时许，通建工神华准能
污水处理厂项目部木工崔某某因突发疾病
（脑干出血），经准旗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家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中通建工神华准
能污水处理厂项目部门口，向该项目部索要
赔偿款。因崔吉权为非工伤死亡，项目部不
予进行赔偿，导致死者家属和施工项目部矛
盾激化。薛家湾第二派出所张二东获此信息
后，
主动介入事件帮助调解。经过2天思想工
作，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的协议，事后公司为
民警送了锦旗以表谢意。
王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