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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 24个项目入选
“2017全国优选旅游项目”
◇全媒体记者 冯程程
本报讯 在近日召开的 2017年
全国旅游投融资促进大会上，国家旅
游局会同国家开发银行等 12家金融
机构综合考虑项目成熟度、开工条
件、市场前景、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共同遴选推出了全国 680个优选旅
游项目，主要包括景区提升改造项
目、生态旅游项目、乡村旅游项目、旅
游综合体、旅游小镇及休闲度假旅游
项目等，计划融资总额为 8433亿元，
同比增长 35%。其中内蒙古自治区
有 24个旅游项目进入《2017全国优

选 旅 游 项 目 名 录》，占 全 国 总 数 的
3.
5%。
这 24个旅游项目为：内蒙古敕
勒川文化旅游区、清水河县老牛湾黄
河大峡谷旅游区建设项目、奥威蒙元
马文化旅游区、包头市五当召国家森
林公园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项目、敕勒川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项目、
蒙古之源 蒙兀室韦民族文化园、诺
干湖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阿尔山国
际养生度假区项目、阿尔山市白狼
峰-太阳谷旅游景区建设项目、赤峰
市阿斯哈图石林景区 5A提升建设项

目、美林谷亚高原运动休闲度假区、
红山玉龙沙湖国际生态文化旅游
区、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景区项目、锡
林郭勒中国马都核心区、内蒙古乌
兰察布集宁要塞文化旅游产业园
PPP项目、林胡古塞生态旅游景区、
凉城县卧佛山国际滑雪场、蒙古源
流文化产业园区北方民国城、布龙
湖温泉养生养老中心和生态采摘
园、磴口县黄河三盛公水利风景区
建设项目(
三盛公黄河风情小镇）、五
原县河套农耕文化博览苑、乌海市甘
德尔山景区、二连浩特市中蒙跨境旅
游合作区项目。

“揭穿非法金融骗局”公益讲座走进
“德顺源”

薛家湾镇第三派出所
对内部单位消防检查

2日，准旗公安局薛家湾第三派出所
对辖区内部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民警重点对内部单位消防安全制度
落实，消防安全负责人、值班人员、消防
控制室操作人员等是否在岗情况进行详
细检查，并督促各单位对检查工作中发
现的安全隐患迅速落实整改措施，进一
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全面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
坚决防止发生火灾事故。
郭凌宇 侯志强

薛家湾第三派出所开展旅店业检查

◇全媒体实习记者 尹欣
实习生 王莉珍
本报讯 5日下午，内蒙古晨报
携恒泰证券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街
营业部走进呼市德顺源博物馆店，开
展“揭穿非法金融骗局，保护投资者
自身权益”的公益讲座，与在场的每
位听众进行理财与投资的交流。
恒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王新
宁从理财投资重要性、经济金融环
境、证券市场中的理财品种三部分向
听众展开讲座。王新宁从货币供应
偏多、居民收入增长下降，投资收益
下降等几方面详细介绍了现如今的
金融环境，并通过列举经典的金融骗
局案例讲述了其严重后果，让大家初
步了解金融诈骗手段，增强防范意
识，进而具备一定的识别金融诈骗的
能力。最后，他介绍了证券市场中的
理财投资品种，告诫在场的每一位投
资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理财，不
要为贪图小利最终血本无归。
此次公益讲座走进德顺源，也是
董事长张志强为旗下员工谋取的一
次福利。公司高管及各店店长 40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董事长比我们想得多，他从高
维度考虑，慢慢给大家渗透知识，不
要将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盲目投

公安简讯

5日，准旗公安局薛家湾镇第三派出
所开展旅店业检查。
民警重点检查旅客登记住宿是否存
在“一人登记多人住宿”
、
“本人登记他人
住宿”
、
“不登记住宿”等情况。清查中要
求业主提高认识，切实做到“实名、实情、
实数、实时”登记，及时录入、上传旅客信
息，共检查旅店业 4家，进一步规范了旅
店业经营秩序。
郭凌宇 侯志强

薛家湾第三派出所
对停工工地消防安全检查

◆公益讲座现场
资。”营运总监杨帆不仅在讲座后发
表了自己的感想，还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给大家敲了一记警钟。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种理财方
式，看到收益好便被吸引购买两股，
前期有一定收益，但好景不长，一个
朋友提醒我该理财背后的资金链盘
将要断。于是，我果断抽身，本金全
部拿回并获得一些收益，一个月左右
该理财资金链盘断掉。”杨帆讲自己
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朋友砸进去了自
己的所有家当结果最后一无所有。
员工孙雅卿告诉记者：
“ 我们不

全媒体实习记者 尹欣摄影
是专业搞金融的人，对投资理财不了
解，过来听这个讲座就是为了增强自
己的防范意识，毕竟投资有风险需谨
慎。但是，比如像德顺源这种招牌老
店，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如果我要理
财，会倾向选这种保障性强的投资方
式。”现今，德顺源旗下员工和股东入
股投资人数就高达 400多人，这也为
德顺源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据了解，此次公益讲座还会开展
下去，走进百姓身边，普及防范非法
金融骗局的知识，理性投资，保护居
民自身权益。

2020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达 6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
司巡视员李颖 6日表示，以电子商务
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正成为经济增长
新动能。预计到 2020年信息消费规
模将达 6万亿元，拉动相关领域产出
达 15万亿元，并将从生活消费加速
向产业消费渗透。
李 颖 是 在 6日 于 北 京 召 开 的
2017
“ 互联网+”企业采购高峰论坛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驱
动下，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经济融
合提升，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电子商
务加速从生活消费领域向产业消
费 领 域 拓 展 ，提 升 企 业 信 息 化 程
度。
会上发布的《中国企业电商化采
购发展报告（2017
）》显示，2017年我
国企业对消费型通用产品的电商化
采购规模已达千亿元，比例已达整体
采购规模的 20%，主要聚焦在日常办

公、差旅会务等应用场景。在开展电
商化采购企业中，制造业占比最大。
据报告，发达国家企业电商化采
购比例已达 80%，未来我国企业电商
化采购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普及率
进一步提高。
李颖说，下一步工信部将建立健
全的信息消费评价机制，支持重点行
业骨干企业建立在线采购、销售、服
务平台，推动建设一批第三方工业电
商服务平台。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市场监管
局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了眼镜店计量
器具监督检查。此次共检查眼镜店 6
家，检查计量器具 24台(
件)
。对个别
眼镜店使用未经检定的瞳距仪、瞳距
尺的行为进行了责令改正。 王俊峰
12月 4日，兴安盟扎旗巴彦扎拉

嘎派出所联合乡政府司法所、市场监
督管理所等执法部门深入辖区单位
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12.
4
“国家宪
法日”宣传活动。此次，共发放宣传
单 350余份，法律宣传书籍 50份，通
过宣传活动，增高了公民的法律意
识。
马为富

赤峰市巴林右旗市场监管局为
加快推进基层监管所标准化建设，领
导经过调研，并通过沟通协商，解决
办公用房问题;同时又解决人员配备
问题。为推进基层所标准化建设工
作起到积极作用。
王俊峰 好斯巴雅尔

为切实维护辖区停工后工地遗留建
筑物消防安全，预防各类火灾事故的发
生，4日，准旗公安局薛家湾第三派出所
对辖区停工后的工地进行消防安全大检
查。
检查中，民警重点对施工工地遗留
的各类建筑材料进行消防检查，同时民
警督促施工单位负责人将停工后的施工
现场进行认真检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
隐患。
郭凌宇 侯志强

薛家湾第三派出所
积极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近日，准旗公安局薛家湾镇第三派
出所深入辖区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
动。
民警深入辖区人员流动性较广的场
所进行宣传，通过采取发放防电信诈骗
宣传册、讲解典型案例等多种有效方式
向辖区企事业单位及广大群众宣传电信
诈骗的特点、防骗方法。
共发放防骗宣传资料 200余份，有
效预防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
郭凌宇 侯志强

薛家湾第三派出所开展
“博爱一日捐”爱心活动

3日，准旗公安局薛家湾第三派出所
开展“博爱一日捐”活动，所领导高度重
视 ，贾 欣 荣 所 长 亲 自 负 责 此 次 捐 款 活
动。全体民警积极响应，活动期间共捐
得善款 1800元。
全体民警本着奉献社会、关爱弱势
群体的原则，积极、自愿、主动捐款，彰显
了民警良好的精神风貌。
郭凌宇 侯志强
（稿件统筹：王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