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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
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高云龙讲话 石泰峰致辞 徐乐江布小林李秀领出席
◇晨报融媒记者 王晓玲

7月 20日，2021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并举行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致辞。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徐乐江，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自治区政协
主席李秀领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
委、秘书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韶春
介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和投资情况，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志强主
持会议。
高云龙指出，正值全国上下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隆重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全国工商联与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2021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
营企业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
，
以
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
讲话和“推动边疆地区集中集聚集约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他说，党
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体中国人民，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伟
大成就、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伟大成就、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斗争史、创业史。
一批又一批民族工商业者、民营经济人
士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坚定
选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选择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百年
历程，也是广大工商界人士紧密团结在
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
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程。新阶段新
征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贡献。
高云龙强调，民营企业家要坚定理
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广大民营经
济人士要努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自
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以产业报
国、实业强国为己任，做爱国敬业、守法
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民
营企业家要锐意改革进取，贯彻新发展
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念武装头脑，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
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主攻方向，聚
焦主业、做优做强。民营企业家要始终
居安思危，统筹企业发展与安全。要切
实把握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妥善处
理企业发展与企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关
系，切实把安全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安全屏障贡献
力量。民营企业家要从伟大建党精神
中汲取力量，助推实现共同富裕。希望
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万
企兴万村”之中，积极参与公益慈善、定
点帮扶等福利事业，努力在推动民族地
区跨越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进步方
面，寻找新机会、作出新贡献，不断履行
社会责任、切实展现企业担当。
高云龙表示，各级工商联和商会组
织要继续当好企业爱上内蒙古、走进内
蒙古、投资内蒙古的桥梁和纽带，切实
为民营企业做好服务，切实把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落到实处。今后我们将
进一步发挥优势，组织更多民营企业到
内蒙古投资兴业，为推动内蒙古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石泰峰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
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端峰会是兴业发展的盛会，也是思想
交流的盛宴，这次在内蒙古举办充分体
现了全国工商联对内蒙古的关心厚爱
和大力支持。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
集、区位独特、风光壮美，是一个富有魅
力、充满活力的好地方，是一片潜力无
穷、商机无限的投资沃土。内蒙古具有
发展新能源的良好资源条件和产业基

内蒙古第三十一届旅游那达慕大会
7月 31日举行
◇晨报融媒记者 程建宁
本报讯 昨日，内蒙古第三十一
届旅游那达慕新闻发布会在自治区
政府新闻办召开。据了解，
内蒙古第
三十一届旅游那达慕大会将于 7月
31日在达茂旗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
园区开幕，
期间，
将举办文艺演出、
竞
技比赛、商洽论坛、商贸会展等系列
活动，大会将持续到 8月 11日。
本届旅游那达慕大会，由开幕

式暨晚会（2项）、文艺演出类活动
（13项）、体育竞技类活动（9项）、文
化旅游专项活动（8项）、商贸营销类
活动（5项）等五大类共 37项具体活
动组成。
据了解，今年将压减开幕式入
场观众数量，计划印发开幕式入场
门票 7000余张。游客可通过网络
赠票和现场赠票免费领取开幕式门
票，开幕式当天携带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凭票入场。

安心创业、顺心发展。民营经济是推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
内蒙古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强劲动力，我
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毫不动摇、全力以赴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走
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中国民
间商会副会长、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贵禄，全国工商联十一届执委
会副主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
晨报融媒记者 王晓玲摄影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础，我们正在谋划推进新能源全产业链
张新作主旨发言。
发展，热忱欢迎业内优秀企业前来投资
大会举行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新能源、建设新能源，与内蒙古一道为
本次大会共组织全区 12个盟市签约投
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
资合作项目 138个，涉及能源、农牧业、
贡献。内蒙古的现代煤化工、稀土新材
节能环保、数字经济、装备制造、建材化
料等产业规模全国领先，热忱欢迎更多
工、基础设施、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
的行业领军企业前来深耕细作，与我们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12个重点领域。项
一起在优质资源基础上不断延伸产业
目合同协议中正式协议项目 42个，框
链、提升价值链。内蒙古是国家大数据
架 协 议 项 目 96个 。 其 中 ，涉 及 世 界
综合试验区，大型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
500强、中国 500强、中国民营 500强
规模全国领先，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数字
项目 32个。这些项目投资落地必将对
经济，热忱欢迎广大网信企业前来投资
助力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起
布局，共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共享数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字经济发展红利。内蒙古具有发展现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
代农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绿色
副会长，部分往届企业家副主席、副会
优势，热忱欢迎农畜产品加工领域的更
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
多龙头企业前来发展精深加工，共同开
府、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中央统战部有
发利用好内蒙古的绿色农牧资源。内
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工商联十二届执
蒙古有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壮美多
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有关省级工商联主
彩的自然风光，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全域
席、党组书记，
“ 三区三州”地级市和江
旅游、四季旅游，热忱欢迎更多大型文
西省赣州市工商联负责同志，
全国工商
旅企业和各类资本前来投资开发高品
联机关部门、
直属单位、
直属商会负责
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让更多游客了解
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和满洲里
内蒙古、走进内蒙古、爱上内蒙古。内
市、二连浩特市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
蒙古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多条进京高
铁已经开通，我们正在打造联通内外、 工商联、区域经济合作局主要负责同
志，自治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驻
辐射周边，资源集聚集散、要素融汇融
自治区各大金融机构负责同志，自治区
通的全域开放平台，热忱欢迎更多的企
工商联企业家兼职副主席、副会长，自
业家朋友参与进来，大力发展商贸物流
治区直属各商会、外埠商会会长、副会
和加工制造等产业，在更好服务和融入
长，全国优强民营企业代表 700余人参
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增创发展新优
加会议。
势、拓展发展新空间。我们一定竭诚为
此前，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专门举办
所有到内蒙古投资发展的企业提供有
力保障和优质服务，全力打造更加稳 “助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招商引资推介
会”，为宣传推介内蒙古，助力内蒙古招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切实让各位企业家朋友放心投资、 商引资搭建了平台。

简讯
市民捡到护照 交警帮助归还
7月 14日上午，一名包头市民捡
到一本护照，翻开看到都是外文，该群
众随即将护照交给了正在执行路面巡
逻管控任务的包头交管支队第二警务
区民警胡强。胡强通过护照里夹着的
一张居住证明联系到了这位外籍人士
在包头市租住房屋的房东，并与该塞
尔维亚籍男子取得了联系，将护照归
还给他。该男子表示，护照是非常重
要 的 证 件 ，非 常 感 谢 中 国 警 察 的 帮
助。
苌城

患者突发心脏病
交警护送快速就医

7月 15日 10时 26分，包头交管支
队高新大队一中队民警张乘勇、王建
军接到报警，称一位 70多岁的心脏病
人求助，需快速去包头市第一附属医
院。张乘勇和王建军在校园路与民族
东路南段与求助者对接，然后立刻亮
起警灯、鸣响警笛，并使用喊话器提醒
其他过往车辆避让，平时需要半个多
小时的路程，只用了九分钟就赶到一
附院，为患者争取了宝贵时间。 刘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