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察布讯 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袁
支持市场主体发展袁近年来袁乌兰察布市
深入贯彻落实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
2025 年冤曳关于野强化重点领域重点监管袁
探索信用监管尧大数据监管尧包容审慎监
管等新型监管方式冶的要求袁积极开展包
容审慎监管改革工作袁 推进服务型执法尧
柔性执法袁致力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更加
包容的制度环境袁为乌兰察布市营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赋能增势遥 出台叶推行包容审
慎监管执法野四张清单冶制度实施方案曳袁
编制不予行政处罚事项尧从轻行政处罚事
项尧减轻行政处罚事项和不予实施行政强
制措施事项野四张清单冶袁重点将野四新冶经
济尧市场经营尧民生保障等方面的监管事
项纳入清单遥

规范减免责清单 遥 推动各执法单位
对公布实施的减免责清单适时开展工作
成效评估及动态调整袁 健全执法流程尧执
法程序等配套制度袁确保减免责清单规范
化落实遥 严守包容减免罚的底线袁自然灾
害尧事故灾害尧公共卫生或社会安全突发
事件实施的如囤积居奇尧哄抬物价等违法
行为袁以及纳入重点执法领域 尧潜在风险
较大尧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尧纠错成本较高

的违法行为不得纳入减免责清单遥
力推免强制清单遥 推动多领域实行免

强制清单袁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合理梳理
本领域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
单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尧从轻行政处罚清
单袁采取非强制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
的免于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袁对违法行
为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明显社会危害袁采
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袁
不予采取行政强制遥 如公布实施叶不予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曳袁 明确轻微违法行
为袁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
的的袁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遥 确需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的袁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
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遥

多领域实施从轻减轻处罚清单遥 各执
法主体按照野预防为主尧防控结合冶原则袁
对本领域行政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尧社会稳

定性及风险可控性进行研判和评估袁梳理
出本领域的行政执法风险点清单袁并预先
做好相关防范举措袁尽可能降低执法风险
发生的概率袁尽可能减少因执法行为不当
对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侵犯遥 处罚等次严
格按照过错程度尧损害后果尧主观意图等
因素综合考量袁实现违法行为与处罚等次
适当遥 如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尧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
行为的尧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行为的尧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
立功表现的袁给予从轻尧减轻处罚遥 目前袁
市场监管尧生态环境尧农牧业尧交通运输尧
城市管理尧卫生健康尧公安尧税务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尧水务尧文体旅等 23 个重点
执法部门的 900 余项执法事项实施包容
免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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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积极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改革

自治区司法厅
检查指导法治培训工作

呼和浩特讯 1 月 30 日上午袁自治区司
法厅党委书记尧 厅长白永平来到法治培训
中心检查指导工作遥

白永平实地查看了公寓楼尧 多功能报
告厅尧教学楼等场所袁听取了法治培训中心
负责人的工作情况汇报袁 并对中心下一步
维修改造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遥

白永平强调袁要提高思想认识袁充分认
识到法治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袁 充分发
挥现有资源优势袁 不断提升法治培训工作
水平袁 推动培训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遥
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袁 合理规划袁 科学布
局袁积极筹措资金修缮改造硬件设施袁优化
各功能区设置袁进一步强化基础保障能力遥
要勇于开拓创新袁积极拓展思路袁发挥培训
中心场地优势袁多渠道承办各类社会培训袁
为法治培训中心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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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工行承销债券
为实体经济融资
超 2万亿元

2022 年袁 中国工商银行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袁积极服务国家战略袁充分发挥债券
服务优势袁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2022
年全年袁工商银行主承销各类债券 2700 余
支袁承销规模超 2 万亿元袁稳居市场第一遥
作为市场最大承销商袁 工商银行在持续做
好地方政府债尧 金融债券承销业务的基础
上袁主动担当袁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券承销业
务袁 全方位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直接融资支持遥

在助力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袁工商银行持
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遥 其中袁工商银
行 2022年承销制造业企业债券 48 只袁募集
资金超 800亿元曰承销民营企业债券 43 只袁
募集资金近 800亿元曰承销房地产企业债券
32只袁募集资金超过 300亿元遥

在服务经济绿色发展方面袁 工商银行
认真践行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袁
2022 年承销绿色尧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
等各类 ESG 债券超 100 只 袁 募集资金超
5700 亿元遥 其中袁 成功主承销市场首批科
创票据尧首批绿色+科创票据尧首单碳排放
权绿色资产担保债券袁 以金融创新助力企
业低碳转型发展曰承销市场首批转型债袁募
集资金专项用于低碳转型领域袁 积极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遥

在支持能源保供方面袁 工商银行积极
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关于能源保供各项决
策部署袁 为能源保供用途债券承销业务开
辟绿色通道遥牵头承销了市场首单野能源保
供特别债冶遥 2022 年全年袁 共承销 15 只能
源保供用途债券袁 募集资金近 1500 亿元袁
为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保障经济平稳
发展积极贡献工行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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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赵芳冤记者从 1月 31日自
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叶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坚持稳中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政策清单曳渊第一场冤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袁
为让市场主体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袁 更好地推
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袁 自治区政府于 1
月 19日正式印发了 叶内蒙古自治区 2023年
坚持稳中快进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清单曳渊以下简称叶政策清单曳冤袁给市场主
体送上了开年政策野大礼包冶遥

据了解袁2022年袁 我区也出台包括支持
企业应对疫情尧培育壮大产业链尧优化营商

环境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130条遥
今年袁自治区提早谋划袁维持原有框架袁保持
政策的延续性和权威性袁 剔除 2022 年度已
完成的政策任务袁 对政策进行统筹合并袁形
成政策合力袁同时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尧自
治区经济工作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袁
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坚持稳中快进尧稳中优
进袁 出台了新的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120
条遥
据悉袁今年的叶政策清单曳主要包括 5大

部分共 120条遥 其中袁第一部分推进农牧业
优质高效转型袁16条袁 主要包括增强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尧种业振兴尧奶业振兴尧推进农牧
业全产业链发展遥 第二部分推动工业调整优
化升级袁45条袁 主要包括培育壮大工业产业
链尧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尧发展新能
源汽车产业尧支持工业园区提质增效尧加强
工业创新平台建设尧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尧促
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遥 第三部分促进服务业
提质提效袁21条袁 主要包括加快培育新兴服
务业尧加快发展物流服务业尧加快恢复接触
性服务业尧加快提升传统服务业遥 第四部分
强化要素支撑袁26条袁 主要包括加强土地要
素保障尧合理统筹能耗指标尧提升金融服务

水平尧加强人才政策支持遥 第五部分优化发
展环境袁12条袁主要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尧优化
市场环境尧激发地方活力遥

据介绍袁 自治区将拿出 200 亿元以上
野真金白银冶袁用于提高政策野含金量冶遥同时袁
为抓好政策清单落实袁各政策牵头部门还将
逐项细化落实配套措施和实施路径袁保障政
策直达基层尧直接惠及市场主体遥 自治区政
府也将定期对各盟市尧各部门政策落实情况
进行调度袁 适时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袁将
各盟市尧 各部门政策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考
核袁推动政策落地袁取得实效遥

自治区政府印发 2023年叶政策清单曳

给市场主体送上开年政策“大礼包”

春运宣传紧锣密鼓 提升群众防诈意识

春运期间袁通化铁路公安处东丰车站派出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尧发放宣传资料尧提供现场咨询等形式为旅客细致讲解了养老诈骗尧
电信诈骗的常见诈骗手段袁帮助群众提升了防诈意识和防诈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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