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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五一”期间，内蒙古科技馆奉上了丰富多彩
的科普大餐，让群众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欢乐多彩的
假期生活。 （王中宙）

●“五一”假期，中铁呼和浩特局共发送旅客
79.92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9.4%。（云艳芳）

●百灵庙客运站“五一”小长假共投入193辆营
运车辆，累计运送旅客3046人次。 （云艳芳）

●近日，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安排部署打
击取缔非法撬装式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宋向华）

优化营商环境 我承诺

3名考生在4月自学考试中作弊被判定成绩无效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多松年：不朽的草原劲松
●内蒙古日报记者 陈春艳

市纪委监委：多维监督触角推动首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共建党建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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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芮）“您来这办
理业务跑几趟啦？今天过来办了多
久？”

“现在真是方便，我今天第一次过
来，叫号、排队、办理业务很快就办完
了，还能对窗口人员服务满意度进行
评价，服务态度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在土左旗政务服务中心，一名前
来为小区业主办理房本的房地产企业
负责人一边办理业务，一边对市优化
营商环境监督执纪暗访人员说。

为推进全市营商环境持续好转，
把给群众和企业办实事、办好事落到
实处，市纪委监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贯
彻执行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执纪工作制
度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以行政
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承担审批
职能的科室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行
政审批事项向电子政务平台集中的

“三集中”和事项进驻大厅到位，审批
授权、窗口到位，电子监察到位的“三
到位”为抓手，对各职能部门、单位未
进驻大厅办理事项列出清单，及时推
动解决，并限时整改，确保审批事项全

部进驻大厅。
土左旗政务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全旗16个部门152项事项已
实现“一窗受理、一口出证”，涉及依申
请六类事项已全部入驻政务服务大厅，
实现了“只进一扇门”。为提升政务服
务质效，还设置了“企业帮办代办”服务
专区，启动66个企业开办套餐服务，为
企业提供“保姆式”贴心服务。

日前，市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执纪
工作组走进和林格尔新区，通过走访
企业，与企业代表召开“面对面”座谈
会，下沉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感受行政
审批事项办理流程等方式，及时了解
当地政府在企业土地报批、进场施工、
手续办理等进程中的办事效率、服务
能力以及承诺政策兑现情况。

“你们入驻多久了？在减税降费和
厂房使用方面，政府是否‘说到做到’？”

“我们企业从 2018 年入驻以来，

前三年厂房都是免费使用，员工还能
享受人才公寓拎包入住的福利待遇，
去年按照政策共减免税收 1000 多万
元，这些优惠政策新区管委会都已全
部兑现。”参加座谈的一名金融企业负
责人如是说。

一家从事快递运输服务的企业代
表在座谈时说道：“我从上海过来专门
负责公司的开工筹备，还在这里建立
了大型仓储基地，全流程手续都有政
府派专人对接帮助办理，切身感受到
当地‘保姆式’政务服务模式，对当地
政府的‘零跑腿’服务点赞，也让我有
一种来这里安家的热情和冲动。”

市纪委监委通过面向企业征集意
见和建议、聘请义务监督员的方式使监
督触角延伸向基层、延伸到市场环境主
体、延伸到营商环境的方方面面，及时
了解全市营商环境新问题、新情况，为
构建良好的亲清政商关系保驾护航。

“我们通过‘体验式’监督紧盯政
策落地、企业满意、行业服务等关键环
节，现场感受窗口单位工作人员的服
务态度、业务受理效率，着力整治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窗口单位‘慵懒
散’问题。”市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执纪
领导小组办公室苏建礼表示。

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制定出台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监督执纪工作
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组建 5个日常监
督组和 3个明察暗访组，紧紧围绕“主
体责任落实不力”“政府部门不兑现政
策、不履行合同、不守信用、不兑现承
诺”“政务服务效率不高、作风不良”等
八类重点问题和 26项负面清单，采取
日常监督和明察暗访的方式深入全市
各旗县区和市直部门单位开展优化营
商环境监督检查，实现月通报曝光制，
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加大以案促
改力度。截至目前，全市受理并处置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线索 57件，立案 13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1 人，组织处
理 24人，移送司法 2人，通报曝光 6批
12起。

“当三月的清风，吹拂着巍峨雄壮
的大青山。当早春的鲜花，绽放在美
丽辽阔的敕勒川。我们将继承你的精
神，永远做草原上的劲松……”

深情的朗诵在庭院回荡，参观凭
吊的人络绎不绝。在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隐藏在一片高楼大厦中的多松年
故居，一点也不寂寥。英雄已逝，但功
勋不朽，精神永存。

多松年，原名多寿，1905年冬出生
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北郊麻花板村
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1919年“五四
运动”的思潮传至归绥市，多松年积极
投身于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3年秋，多松年与乌兰夫、李裕
智、奎璧、吉雅泰等一批蒙古族青年考
入北京蒙藏学校。中共北方区委和李
大钊同志对这批蒙古族青年极为重视
和关心，多松年很快接受了革命思
想。1924年初，多松年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并担任北京蒙藏学校团支部

书记，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
内蒙古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4年
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
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成立，多松
年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北京蒙藏学校
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的革命活动。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 ，多松年与乌
兰夫、奎璧等创办了内蒙古的第一个
革命刊物《蒙古农民》。《蒙古农民》文
风泼辣、通俗易懂，在热河、察哈尔、绥
远的蒙古族群众中受到广泛欢迎。

1925午 10月，多松年、乌兰夫、云
润、康根成、荣照 5人受中共北方区委
选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进一
步坚定了革命理想。1926年秋，多松
年回国后，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

委书记，发动组织农村、牧区群众起来
斗争。一年中，在农村、牧区建立了 82
个村农会、4 个区农会及 1 个县农会，
察绥地区的革命斗争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局面。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在
武汉召开，多松年作为中共热、察、绥
特别区代表参加了大会。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共产党在张家口的地下组织被
奉 系 军 阀 破 坏 ，许 多 同 志 被 捕 入
狱。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多松年
毫不畏惧，毅然决定立即赶回张家
口，营救被捕同志。此时张家口形
势已十分险恶，反动当局贴出布告，
悬赏缉捕“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
年一下火车，就被特务发现。当他
回到党的地下机关销毁文件时，跟

踪而至的特务、警察破门而入，多松
年当即被捕。

为了一网打尽共产党在察哈尔的
地下组织，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委任的
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以交出地下党员
名单为条件，妄图诱惑多松年叛变投
降，而得到的却是多松年的冷嘲与怒
斥。敌人又对多松年施以酷刑，皮鞭
抽、棍棒打、铁条烙，面对严刑逼供，多
松年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27 年 8 月中旬，敌人将多松年
押到张家口大街，游街示众。之后，残
忍的奉系军阀采用了极端残酷的手
段，用五根一尺多长的大铁钉，把他活
活钉死在大境门的城墙上。为了革命
事业，多松年献出了年仅 22 岁的生
命。

凛然正气千古传，大好河山满目
春。多松年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
英名却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在，激励
我们不畏艰险，永远向前。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近日，呼和
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简
称中燃公司）总经理尹生开表示，今
年中燃公司聚焦群众使用天然气中
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优化流
程、精简事项、创新服务，强化企业服
务效能，提升群众用气服务体验。

一、进一步优化流程机制，实现
燃气报装受理和通气受理一件事一
次办。通过工作整合，容缺统筹办
理，压缩办理环节、办理时限，精简报
装要件，实现“获得用气”办理环节为
2 个，分别为“报装受理”和“通气受
理”。

在燃气报装受理（未接入管道用
户需新安装管道业务）方面，居民住
宅集体（房地产商或牵头组织）报装
受理。实现报装要件 2个，符合安装
条件，1个工作日受理报装。工商业
用户燃气报装受理，实现一般工商业
用户（餐饮、食堂、预留），报装要件 2
个，符合安装条件，1个工作日受理报
装；燃气锅炉用户（热水、洗浴、蒸汽

等纳入监管的设备），报装要件 3个，
符合安装条件，1个工作日受理报装。

在燃气通气受理（新安装管道用
户需新办理通气业务）方面，居民住
宅集体（房地产商或牵头组织）通气
受理。实现办理要件 1个，在满足条
件的情况下4个工作日内受理通气。

一般燃气工商业用户（餐饮、食
堂、预留）通气受理。实现小微工程
用户（不涉及外线），办理要件1个，在
满足条件的情况下1个工作日内受理
通气；“小微工程”以外的新发展用
户，办理要件1个，在满足条件的情况
下4个工作日内受理通气。

二、实现不动产登记时水电气暖
过户一件事一次办。派专人入驻呼
市政务服务大厅，赛罕区、新城区、回
民区、玉泉区四区不动产服务大厅以
及旗县区政务服务大厅，实现驻厅工
作人员全覆盖，在燃气业务窗口开展
过户、缴费、开票、查询等业务。

如有相关事宜，请咨询中燃公
司，监督服务热线：0471—96707。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近日，金桥
电子商务产业园联合党委与赛罕区税
务局党委等14家单位和部门的代表共
同签订了党建联合体共建协议，该协
议的签订将进一步激活非公企业“红
色因子”，为更好地打造园区高质量营
商环境“生态圈”筑牢“红色底盘”。

党建联合体的成立是金桥电子商
务产业园党建引领园区企业发展的又
一次新的尝试，在不断深化产业园非
公党建品牌引领企业服务功能的基础

上，秉承服务、学习、共享理念，充分整
合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优势、资源优势、
人才优势，进一步实现政企联动、组织
联建、信息互通、融合发展，切实做到
党建引领聚合力，携手共建促发展。

未来，金桥电子商务产业园将继
续探索园区党建与企业深度融合发
展之路，深入推进园区强党建、优服
务、兴企业的引领示范工作，为园区
企业注入“红色力量”，真正做到让

“红色引擎”引领发展质效双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市全面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水平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5 月 6

日，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了解到，因天气等原
因，我区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交通管
制，具体路况信息如下：

G65包茂高速：因道路施工，高
速交警实施交通管制，封闭格顶盖
互通立交匝道，禁止车辆通行；东
胜西至兰家梁各收费站入口交警
实施交通管制，禁止危化品车辆通
行，请司机朋友提前绕行。

G55二广高速：因道路施工，封
闭赛汗塔拉北收费站二连方向入

口及赛汗塔拉主线双向入口，禁止
所有车辆通行；因天气原因，封闭
土牧尔台收费站二连方向及朱日
和至赛汗塔拉北收费站双向入口，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请司机朋友提
前绕行。

G18荣乌高速：因道路施工，格
顶盖互通处车辆无法转入 G65 包
茂高速，请司机朋友提前绕行。

G6 京藏高速：因发生交通事
故，包钢收费站出口银川方向禁止
所有车辆驶离，请通行车辆提前绕
行包头西收费站。

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优化流程精简事项 强化企业服务效能

本报讯（记者 苗青）5 月 6 日
下午，市教育局发布《呼和浩特市
教育局关于做好重污染天气防范
应对的紧急通知》，依据市气象台
2021年 5月 6日 04时 15分发布沙
尘暴黄色预警信号和《呼和浩特市
教育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
实施方案》，市教育局决定启动重
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响应。

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在
接到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后，立
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措施，停止
户外活动，同时注意保持校园及
教室内干净卫生，集会等露天活
动可改为室内进行。做好空气污

染防治和应急保护基本知识宣传
普及，提醒低龄学生，患心脏病、
肺病及其他慢性病的师生及特异
体质师生等易感人群做好防护措
施，引导学生增强和提高自我防
护意识和能力。

请各地区及各学校、幼儿园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做出应
急处置。重污染天气能见度降
低 ，提 醒 广 大 师 生 注 意 上 下 学
（班）交通安全；有临时搭建物、建
筑工棚的单位，要做好防风加固
工作，加强对重污染天气危害的
宣传和防护，确保广大师生生命
财产安全。

我区部分高速公路
因天气等原因实施交通管制

（上接第1版）诚如魏宏业所言，生活小区是与
居民息息相关的生活家园。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中，我市坚持把为居民群众建设干净、整洁、绿色的
生活环境作为重要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通
断头路、改造背街小巷，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
区改造，新建和改造城市绿道，建设口袋公园、社区
游园，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
程管理体系，开展常态化大规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行动……

小区里坑坑洼洼的道路变成了修葺一新的水
泥路；私搭乱建的菜园子变成了宽敞的健身场地；
贴满小广告的墙面被粉刷一新……伴随着文明城
市创建不断深化拓展，收获的不仅是公民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提升，更多的是居民群众的认可、支持、
参与、满意。我市坚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创建的行
动，把人民的呼声作为努力的方向，坚持文明城市
创建与百姓生活深度融合，共建共享，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本报讯（记者 苗青）记者5月6日
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官方网站了解到，今年4月，在呼和浩
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自考考点，3
名考生因抄袭随身携带纸条被判定
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
绩无效。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
心发布的公告仅显示了3名考生的准
考证号，3名考生分别在 4月 10日下
午的《西方文论选读》考试、4月 11日
上午的《西方政治制度》考试、4月 11
日下午的《知识产权法》考试中，被发

现抄袭随身携带纸条。依据《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规定，3名
考生被分别判定当次报名参加考试
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内蒙古自
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同时表示，3
名考生对处理决定如有不服，自收到
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有权向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提出复核申请，
也可以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提出
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之
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市教育局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