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杨丽芳 徐晓冬）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武川县纪委监委认真落实党
史学习教育的要求，采取“自学+考
学+研学+讲学”的方式扎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

“自学”围绕利用“廉洁武川”
微信公众平台、纪委官方网站、“学
习强国”平台及规定书籍开展，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规定书
目读到位。制定了具体的“讲学”
安排表，学习教育办、党总支、各党
支部轮流讲学。“考学”坚持考基
础、应考尽考，检验党史学习教育
阶段性成效，目前已开展了一次集

中测试。此外，通过党小组、党支
部、理论中心组学习等多种形式组
织开展“研学”，研讨交流谈认识、
谈体会，通过思想碰撞引导党员干
部学深学透，提高学习质量。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昂
扬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开
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在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政治自觉、提振精神状态、充分展现
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勇于担当、善
于作为的优良品格，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武川县纪委常委、
信访室主任、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田野说。

内蒙古日报讯（记者 院秀琴）
“看完影片之后深受鼓舞，从这样
的红色电影中，我们汲取到了奋进
的力量。我认为这是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最好的形式之一。”近日，呼
和浩特海关工作人员李秀泽观看
电影《青春之骏》之后告诉记者。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今年将陆续上映反映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辉煌历程的红色电
影，《青春之骏》就是其中之一。据
有关电影数据分析平台发布的数

据显示，该影片自 4月 20日上映以
来，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

《青春之骏》讲述了“五四运
动”著名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曾在内蒙古工作和生活过
的马骏同志的生平事迹。讴歌了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以马骏为代
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
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胸怀全局、
勇于担当的革命立场，坚韧不拔、
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和对党、对
人民无限忠诚的优秀品德。

首府市民在红色电影中汲取奋进力量

武川县纪委监委多形式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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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我承诺

我为群众办实事

组别

市委第一巡察组

市委第二巡察组

市委第三巡察组

市委第四巡察组

市委第五巡察组

市委第六巡察组

组长

王雁麟
马 坤
闫枝梅

贺 莉
张 贵

宋 晨
周 旋

郭颖婕
布 和

侯林峰
兰雪刚

张全胜
范永荣
程宏生

被巡察单位

市县两级供销合作社系统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市教育局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土左旗、和林县、武川县、新城区、回民区
的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院执行局

托县、清水河县、玉泉区、赛罕区公安派
出所和人民法院执行局，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公安分局派出所、轨道公交公安分
局派出所，南地公安分局北区派出所，城

南公安分局黑河派出所

接访地点

如意大厦A座816室
（9∶00—12∶00，
13∶30—17∶00）

如意大厦A座817室
（9∶00—12∶00，
13∶30—17∶00）

如意大厦A座821室
（9∶00—12∶00，
13∶30—17∶00）

如意大厦A座809室
（9∶00—12∶00，
13∶30—17∶00）

如意大厦A座825室
（9∶00—12∶00，
13∶30—17∶00）

如意大厦A座106室
（9∶00—12∶00，
13∶30—17∶00）

接访电话

13039518601
（9∶00-17∶00）

13074758602
（9∶00-17∶00）

13074778603
（9∶00-17∶00）

13238427604
（9∶00-17∶00）

13039518605
（9∶00-17∶00）

13074738606
（9∶00-17∶00）

邮政信箱

呼市2581信箱

呼市2582信箱

呼市2583信箱

呼市2584信箱

呼市2585信箱

呼市2586信箱

电子信箱

hs10xcd1xcz@163.com

hs10xcd2xcz@163.com

hs10xcd3xcz@163.com

hs10xcd4xcz@163.com

hs10xcd5xcz@163.com

hs10xcd6xcz@163.com

十二届市委第十轮巡察进驻信息表

十二届市委第十轮巡察完成进驻 反映问题方式公布
经市委批准，十二届市委第十轮

巡察派出6个巡察组，对市县两级供销
合作社系统开展专项巡察，对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

理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局共10个党组织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点穴式”巡察，对全市116个
公安派出所和 9个旗县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开展巡察“回头看”。截至 4月 8
日，市委各巡察组已全部完成进驻。

根据工作安排，市委巡察组巡察
时间为 50天。巡察期间，巡察组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信箱等，
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
其成员、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重
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电、来信、来

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
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
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巡察组受理
信访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在呼市恼包
城发物流园区内蒙古集客仓储服务有
限公司的仓库里，大型高位货架刚刚安
装完成投入使用，将大大提高企业的仓
储物流能力。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企
业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帮扶支持的相关
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前不久，企
业的这一诉求通过“政企连心桥”综合
服务平台上传后，很快就收到了呼市商
务局的回复。

为打赢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翻身仗，呼
市工商联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依托呼和浩
特市“政企连心桥”综合服务平台，积极推
动政企沟通协商更加常态化、规范化、制
度化、实效化，帮助企业解难纾困，切实为

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服务。记者了解到，
呼和浩特市“政企连心桥”综合服务平
台不仅能高效回应企业诉求，还能实现
政府与企业沟通信息一体化，为企业营
造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政务服务环境。

内蒙古集客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贾驰表示，本来抱着试试的态度
登录平台填报诉求，没想到第二天就得
到了反馈，效率非常高。他说，有了这
个平台，在融资渠道、相关配套政策等
方面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方向，也让企

业的诉求能够得到更好更有效的回应，
畅通了政企间的信息沟通渠道。

呼和浩特市“政企连心桥”综合服
务平台是由呼市工商联牵头，基于互联
网应用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搭建的政
企共用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 2020年
10 月份正式上线。平台包含精准诉
求、精准帮扶、精准推送、金融服务、法
律援助、专家智库、创业服务、问卷反馈
八个板块。企业不仅能及时了解和掌
握惠企政策，还可与政府职能部门实时

互动，提交发展诉求和实际困难。所反
映的问题和诉求，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
别自动分派到对应部门。目前，平台已
入驻企业 579 家，入驻委办局单位 36
个，签约金融机构 5家，为企业提供全
天候免费线上法律咨询。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政企连心
桥”综合服务平台已受理企业相关诉求
441条，已处理 418条，办结率为 94%。
通过数字赋能，挖掘不同规模、不同行
业的市场主体关注的重点、制约企业发
展的堵点，实时掌握市场主体经营数
据、就业数据、政策兑现情况等全面的
数据分析结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智能
化支撑。

畅通政企信息沟通 帮助企业解难纾困
呼和浩特市“政企连心桥”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营造良好政务服务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首府营商环
境，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锋表示，今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
作部署，结合城管执法实际，完成 6项
便企利民实事。

一、下大力气解决市民“停车难”。
从4月份开始，对全市经营收费的停车
场实行统一监管，落实好智能监管措
施，逐步实现市民通过手机端即可“一
部手机游青城”。

二、进一步加强市容市貌执法和管
理，解决好市民身边的难心事、烦心
事。在4月底前，凡是市民反映市容市
貌、环境卫生、乱倒垃圾、破坏绿化以及
影响市民工作生活的市容环境卫生问

题，坚决落实首问负责制，一事一沟通，
一件一承诺，做到全程跟踪办理，件件
有回音。

三、彻底解决城市“拉锁路”随意破
路问题。从4月份开始，全市破路施工
全部实行一次破路，同步同时将所有市
政管线入地；所有的破路施工项目随时
向广大市民告知施工事由和施工进度；
施工期内保持场内场外干净整洁，施工
结束立即拆除施工围挡。

四、更好地保障城市建设施工和市
民生活。从4月份开始，进一步优化施

工现场监管流程和跟踪服务，满足条件
的建设工地白天高效施工，最大限度减
少夜间施工；凡是没有办理夜间施工许
可证的工地，严格落实执行晚10点到第
二天早6点停工；凡进出工地的物料拉
运车辆污染路面、苫盖不严、车身不洁
的，4个小时内消除影响并清理干净。

五、最大限度保护好城市公共绿
化。从 4月份开始，对城市公共绿地、
园林和绿化设施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措施，对能不占用绿地和砍伐树木的建
设项目一律不占不砍，市政建设必须占

用公共绿地的，一律在完工后三个工作
日内开始施工恢复。

六、便利企业高效推进办理建筑施
工手续。从4月份开始，企业在办理规
划验收公示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
前公示时，只要申报的材料齐全，保证在
两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在三个工作日内
发放《呼和浩特市建设项目跟踪卡》。

王锋表示，首府城管人将以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强化队伍
的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敬
请全市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如
有相关事宜咨询，可拨打咨询电话
0471—5900362。 （孙岳龙）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今年完成6项便企利民实事

本报讯（记者 刘军）4月28日，第12
届2020年度内蒙古十大经济人物揭晓盛
典在内蒙古电视台800米演播厅举行。

2020年内蒙古经济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由内蒙古企业家网出品，内蒙古
企业家联合会、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女企业
家协会、内蒙古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学
会、内蒙古品牌协会、内蒙古大数据产
业联合会、内蒙古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为推荐指导单位，并推荐候选人。

一年一度的内蒙古经济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被誉为内蒙古经济发展
的风向标。本届揭晓 2020年度内蒙
古十大经济人物和内蒙古企业创新
领军人物。

据了解，本届评选经过企业报
名、组织推荐、评委投票及对获奖者
个人和企业公共信用调查，最终确定
了获奖者名单。此次活动旨在宣传
内蒙古优秀企业家事迹，进一步弘扬
企业家精神，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2020年度内蒙古十大经济人物揭晓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4月28日，
伊利股份发布 2020年年报。数据显
示，2020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达968.86
亿元，归母净利润70.78亿元，逆势实现
高位双增长，凸显出公司的健康增长态
势和优秀的盈利能力。同期发布的
2021年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营业
总收入达273.63亿元，同比增32.49%，
归 母 净 利 润 28.31 亿 元 ，同 比 增
147.69%，收获“史上最强一季报”，以稳
健有力的增长曲线，展现出伊利作为

“全球乳业五强”、亚洲乳业龙头的全产
业链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增长动能。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伊利
股份将坚守缔造美好商业的初心，致
力于研发更健康的产品、倡导更健康
的生活、呵护更健康的世界，持续构建

‘全球健康生态圈’，创造商业价值与
社会价值的共同繁荣，成为同时赢得
消费者信赖、赢得市场竞争、赢得各利
益相关方认同的社会型企业。”

2020年，面对严峻的发展环境，
伊利快速反应，根据市场变化，及时
调整经营策略，在行业销售整体增速
放缓的情况下，实现了快于行业的增
长，持续领跑亚洲乳业，并提前完成

“进入全球乳业五强”的战略目标。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强化全球供

应链的高效协同优势、卓越的品牌优
势、良好的渠道渗透能力、领先的创
新能力以及更具凝聚力的企业文化
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为实现公司均
衡、可持续的发展，汇聚增长动能。

产品方面，公司一方面持续推动产
品优化升级，“金典”“安慕希”“畅轻”

“金领冠”“巧乐兹”等重点产品销售收
入比上年同期增长9.6%，公司新品销
售收入占比16%。公司电商业务收入
较上年增长55%。同期，星图公司调研
数据显示，公司常温液体乳在电商平台
的零售额市占份额为28.1%，位居电商
平台常温液体乳细分市场首位。

伊利股份 2020年实现逆势高位双增长
今年公司一季度营业总收入达273.63亿元

以“小美”汇聚“大美”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讯（记者 苗青）4 月 28 日，“蒙古包+锂
离子电池”项目签约、“呼和浩特新材料实验
站”揭牌暨呼和浩特蒙古包产业发展研讨会在
我市举行。

此次签约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玉
泉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其鲁教授与内蒙古纳硕泰民
族用品有限公司签约“蒙古包+锂离子电池”项
目，同时“呼和浩特新材料实验站”落户玉泉区并
举行揭牌仪式。

据悉，“蒙古包+锂离子电池”项目，是为解
决内蒙古偏远牧区嘎查牧民居住分散，因电力
设施滞后导致用电困难问题，聚焦为农牧民发
展民宿旅游和餐饮服务输出，提供优质蒙古包
产品服务，助力农牧民增收、激活民营经济活
力，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需要的优质
项目。

呼和浩特新材料实验站落户玉泉区
“蒙古包+锂离子电池”项目同日签约

这几日，已
经 进 入 盛 开 期
的 丁 香 花 点 缀
着 青 城 的 大 街
小 巷 。 市 民 伴
着花香合影、自
拍，感受春天的
气息。

■本报记者
许婷 摄

丁香花开

（上接第1版）一条石头砌成的步道从
院门直抵屋门，步道旁，一侧是花圃，
一侧是菜园。不远处则是前几年安
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整个院
子整洁温馨。

站在院门，顺着赵继娥手指的方
向看过去，一幢幢整齐鲜亮的民居古
朴典雅、错落有致，一条条阡陌村道
整洁通畅；白墙红瓦与蓝天白云相互
映衬；光伏电板在阳光的照射下，发
出耀眼的光芒……看着眼前的景致，
谁又能想到，几年前，河南村还是一
个薄弱村，村容村貌脏乱，垃圾、杂物
随处可见。如今，垃圾不见了，杂物
整理了，家家户户的门前通上了水泥
路，村民也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的日子……随着卫生保洁、
绿化养护、集中处理垃圾等制度的实
施，河南村也逐渐蜕变成一个大花
园，“村即是景，景即是村”。

近年来，河南村大力实施“富民党
建”工程，强化班子建设做保障、壮大集
体经济补“里子”、建设美丽乡村强“面
子”，描绘出了一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没有产
业就没有支撑、没有后劲，就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河南村党支部书记范前

恒对此深有感触，“环境好了，居住条件
改善了，更重要的是要让村民的生活好
起来。”为此，河南村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与推动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注重扶
贫与发展联动。从2017年开始，河南
村“两委”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
支持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立足村情
制定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规划，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打造首府地区大蒜种
植村。同时，河南村还积极发展乡村
旅游，吸引市民来村休闲观光，购买
新鲜的大蒜、小米、绿豆等农副产品，
感受不同于大棚采摘的田园风光。
村党支部还流转 200亩土地，进行规
模化大蒜种植，并成立农业生产机械
化工作队，购买大型农资设备，在为
流转回的土地服务的同时，还以低于
市场的价格为本村村民服务，降低村
民的生产种植成本……

河南村还积极组织党员、群众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移风易俗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内容。现在
的河南村村民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共
产党员户挂牌、“文明家庭”“好媳妇”

“好婆婆”等评选活动，村民的文明素
养也在这一次次的选评中得到潜移
默化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