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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总第 113 期）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6月 2日

本 期 要 目

【行业动态】

◆关于建立内蒙古自治区龙头企业服务平台联络员制度

的通知

【协会动态】

◆凝心聚智、共谋发展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

会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胜利召开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换届

工作顺利完成

◆沟通服务，助力通辽市科左后旗招商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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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关于建立内蒙古自治区龙头企业服务平台

联络员制度的通知

各盟市农牧局、自治区盟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

供精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了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服务平台，自治区农牧厅牵头制

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制

度》。根据《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服

务平台运行管理制度〉的通知〉》(内党农牧办发〔2022〕

19 号）文件要求，现建立平台联络员工作制度:

一、请各盟市农牧局明确一名联络员，对接自治区平

台管理各项工作，为后续培训会做好准备。要求:熟悉计

算机操作，熟悉龙头企业相关情况，能长期稳定从事此项

工作。填写附件 1。

二、请各盟市组织盟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报送 1 名企业

联络员，负责龙头企业平台运维、企业信息更新、日常管

理。要求:熟悉计算机操作，工作责任心强，能长期稳定

从事此项工作。填写附件 2。

请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之前将相关汇总表一

并报送到自治区农牧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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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春 杜景新

电 话：13664784381 13848618897

邮 箱：273232043@qq.com

附表 1.龙头企业服务平台联络人汇总表

2. 龙头企业平台运维工作人员汇总表

（稿件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服务平台）

【协会动态】

凝心聚智、共谋发展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胜利召开

2022 年 5 月 25 日，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

会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在呼和浩特市宾悦大酒店四

楼 2 号会议室隆重召开。协会会长周勇、执行会长林永亮

等协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应到 58 人，会议现场实到

38 人，视频端参会 16 人，实际总参会人数 54 人，符合

法定人数。协会执行会长林永亮主持会议。

周勇会长对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进行了说明，

提交大会审议。在报告中指出，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在维护

会员权益、促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双循环”体系

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绩，切实的发挥了协会在促进

mailto:2732320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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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实作用，协会坚持利用好

行业优势，整合资源，做好政府的参谋者、企业的服务者

和行业的推动者。工作报告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认同。

林永亮执行会长向大会作了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产

生情况说明，对提名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

选人产生情况做详细介绍，并组织与会人员对提名候选人

进行投票，所有候选人均已全票通过，届时提交会员代表

大会表决，表决通过后行使其职能。同时提出，希望各会

员单位在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不断提升行业凝聚力，为助力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做出更大的贡献。

凝心聚智、共谋发展，此次会议为协会即将召开的第

四届第一次理事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奠定了基调，更为协会

顺利开展 2022 年工作拉开了序幕。协会将继续秉承“沟

通 服务 自律 发展”的宗旨，与社会各界携手聚力，积

极探索农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技引领的新路子，

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双循环”体系建设，助力

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

（稿件来源：协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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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第四届理事会换届工作顺利完成

2022 年 5 月 26 日上午，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

市宾悦大酒店四楼多功能厅顺利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工商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姜爱军，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乡村产

业发展处副处长王帅，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经济部副部长

和龙应邀出席会议，并为大会致辞。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协会会长周勇、执行会长林永亮等协会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应到 326 人，会议现场实到 56 人，视频端

参会 233 人，实际总参会人数 289 人，符合法定人数。协

会执行会长林永亮主持会议。

会上，周勇会长代表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

周勇会长指出，在过去的三年里，协会全面贯彻落实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沟

通、服务、自律、发展”的工作宗旨，坚持锐意改革，勇

于创新，采取有力措施，在维护会员权益、促进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双循环”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

成绩，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切实的发挥了协会在促进内蒙古

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实作用。工作报告得到了与会人

员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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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亮执行会长向大会作了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产

生情况说明，对提名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

选人产生情况做详细介绍，并组织与会人员对提名候选人

进行投票。所有候选人均已全票通过，内蒙古农牧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协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会后，协会秘书处将

第四届理事会组成单位报送自治区农牧厅和民政厅备案。

同时提出，希望各会员单位在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

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提升行业凝聚力，为助力

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选举通过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第

三届理事会会长、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勇连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选举通过林永亮同志

继续担任协会执行会长，选举通过李阳同志为协会秘书

长。增补：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科

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内蒙

古润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草原鑫河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宁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闫树春（个人）为协会副会

长单位（个人），现协会副会长单位已增加到 32 家（含

个人副会长 2 人）。

选举议程结束后，周勇会长作了表态发言，强调到：

新一届理事会工作开展将继续以“沟通、服务、自律、发

展”的服务宗旨为工作定位，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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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拓宽协会服务领域、助力农

畜产品输出工程建设、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提高协会服务

创新能力等方面砥砺前行，创新服务模式，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姜爱军副主席在大会上首先对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换届工作顺利完成表示祝贺。

在讲话中讲到，各位企业家可以把自治区各级工商联作为

大家的服务窗口，通过资源整合,为大家带来法律、金融、

政策等相关服务，为自治区农牧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去

添砖加瓦。并对协会的发展提出几点要求：一是协会要继

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会员单位服务，扩展服务领域；

二是搭建起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维权诉求、信用评价体

系、品牌建设、标准化建设的平台，并承担起行业自律的

重要职责；三是要加强协会内部自身建设，继续秉承工作

宗旨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行，更加出色

地完成各级政府、部门交办的工作。

王帅副处长首先代表自治区农牧厅，对大会的胜利召

开表示祝贺，并对新当选的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秘

书长、常务理事表示热烈的祝贺!在致辞中讲到，2022 年

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全区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

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三农三牧”

这块压舱石必须夯得实之又实，这些发展都离不开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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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家和龙头企业协会的共同担当。希望龙头企业协

会及各位会员企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农

牧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农牧业产业化在新形势

下的新要求新任务，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为促进我

区农牧业产业化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会上，北京恺翼联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监杨楠，就提升

内蒙古名优特农畜产品品牌形象，助力优质农畜产品内循

环体系建设进行了项目介绍。

龙头企业协会第四届领导班子正式组建完成，协会在

自治区农牧厅的业务指导下,在自治区民政厅的监管下，

在自治区工商联的支持下，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继续秉承“沟通 服务 自律 发展”的宗旨，与社会各界

共同携手，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双循环”体系

建设，助力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做出更大的贡

献。

（稿件来源：协会新闻）

沟通服务，助力通辽市科左后旗

招商项目落地

2022 年 5 月 20 日，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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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部分在呼市的会员单位，与通辽市科左后旗人民政

府举行招商项目对接会，科左后旗副旗长张云哲，政府办

主任德全，招商局副局长包思远，常胜镇宣传委员包建伟

等科左后旗领导参会，会议由协会执行会长林永亮主持。

张云哲副旗长介绍到，此行目的旨在借助协会的平台

优势，帮助科左后旗做好宣传和招商工作。科左后旗 1650

年建旗，位于通辽市东南部，东部和南部分别与吉林、辽

宁毗邻，属于东北经济规划区。素有“黄牛之乡”、“中

国马王之乡”、“蒙古族民歌之乡”、“绿色水稻之乡”、

“旅游之乡”、“蒙古文书法艺术之乡”的美誉。科左后

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自身优势，着力打造肉

牛、文化旅游、现代蒙中医药、生态、硅砂及装备制造、

物流、马文化、战略性新兴等八大产业，向产业高端迈进。

张云哲副旗长同时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重点招商项目

进行了详细介绍，诚邀各单位到科左后旗调研考察，建立

合作项目。

林永亮执行会长分别就促进经济双循环发展、加快建

设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对协

会历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作为自治区“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在新发展阶段，协会坚持围绕“沟通 服

务 自律 发展”的工作宗旨，锐意改革，采取有力措施，

号召广大会员单位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促进全区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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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做出

应有的贡献。

羊羊牧业、科尔沁牛业、大窑饮品、侩牛、田牧乳业

等企业负责人分别就招商政策、配套设计建设情况、发展

规划等情况进行了研究讨论。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作为 5A 级社会组

织、全国四好商会和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坚持

为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积极探索农牧业

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技引领的新路子、新发展模

式，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双循环”体系建设，

为助力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做出积极的贡献。

（稿件来源：协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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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2022 年 6 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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