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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直机关团工委联合团市委、国能内蒙古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团委，在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组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吕会生）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54392人，日均接

待量超过万人。 （王中宙）

优化营商环境 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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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
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攻坚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为进一步
方便用户办理用水业务，呼和浩特春
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董文煜承诺，今年，呼和
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要在便民利企方面办8项实事。

一、优化服务流程和时限。新接
用水业务根据是否涉及外线情况，
办结时限压缩至 6个工作日和 1.5个
工作日，受理要件精简为 2 项，办理
环节简化为 2 个；畅通业务受理渠
道，实施“网上办”“预约办”，用户在
线即可进行用水报装；实施首问负
责制，从业务受理、现场勘验、施工
管理、工程验收等进行全过程跟踪
管理；实施提前介入，前移服务窗
口，尽可能为用户减少接水等待时
间；推行一次性申报接入多种管线，
一次性满足用户的供排水需求；用
户施工临时用水采取一次性接入，
在施工结束后临时用水自动转为永
久性用水，避免用户二次报装。

二、全面提升工作效率，为用户
提供优质服务。按照“受理案件→
准确派单→及时督办→跟踪回访→
提交办结”的闭环式管理要求，全天
候 24 小时受理案件，根据诉求人反
映的各类涉水问题，及时派单至各
联动服务部门处理，及时进行沟通
协调反馈，确保用户对服务质量的
满意度。

三、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等

过户业务一体化联办。公司派驻人员
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和四个不动产登记
大厅现场受理供水更名过户业务时，
一次性告知，一表申请，一次办成。

四、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抢修及时
率不低于 99.8%，抢修合格率达到
100%。如果需要大面积停水抢修，
第一时间张贴停水公告，在公告中
明确停水范围和维修时间，如果维
修时间较长将安排应急供水车送
水，保障居民正常用水。

五、二次供水管网维修，在接到
系统派单后十五分钟之内与诉求人
电话联系，沟通情况。加急派单回
复时间一般为一个工作日之内，有
回复时间要求的，按要求时间处理。

六、排水管网养护维修，在接到
系统派单后严格按照规定时限签
收、反馈。每年春、秋两季对全市
雨、污水管网进行大疏通，确保管网
畅通。

七、水表更换接单率达到 100%，
上门服务解决率达到 100%，满意度
达到 100%。

八、城区防汛抢险从 5月起至 10
月底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人员、设
备、通讯 24小时保持待命，实行人车
等雨，守护城区17座公铁立交桥和各
处易积水点，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以上承诺事项，请广大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联系电话：
6245153、6247018。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5月 7日，
呼和浩特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
体（扩大）会议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攻坚推进会召开。

副市长、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乔允利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食安委
第三次全会、自治区食药安委2021年
第一次全会精神，通报了2020年度自
治区对盟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情况，2020年旗县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食药安委成员单位食品安全评
议考核结果，听取了2020年全市食品

安全工作、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工作情况报告，审议了《2021年食
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乔允利指出，保障食品安全、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四个最
严”要求，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
紧迫感，齐心协力、真抓实干，牢牢守
住食品安全底线，攻坚克难、善作善
成，全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党史，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全力推进国家、自治区、我市各项
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奋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
际，我们迎来了第 74 个“世界红十字
日”。在此，我代表全市红十字系统专
兼职干部，向积极参与红十字人道工
作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
谢！向全市各级红十字组织、会员、志
愿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5 月 8 日是首届诺贝尔和平奖获
得者、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
始人亨利·杜南先生的诞辰日。为纪
念这位感动全人类并改变人类历史的
伟大人物，国际联合会把5月8日定为

“世界红十字日”。每年的这一天，全
世界崇尚人道主义的人们都要举行隆
重的纪念活动，以褒扬他为人类和平
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红十字事业是
一项崇高的事业，多年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时刻关心、关注红十字会工作，
在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
时表示，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
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
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在会
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时强调，我国红
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

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红十字事业
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红十字工作，将“红十字事业取得新进
步”写入202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自
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莉霞对红
十字会工作专门作出批示：多年以来，
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秉承人道主义宗
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扬“云曙碧
精神”，发挥“博爱一日捐”和“红十字+
企业”等筹资渠道作用，打造出“红十
字博爱送万家”“博爱寸草心”“博爱家
园”“与娃‘阅’会”“应急救护‘救’在身
边”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道救助品
牌。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全面开创
红十字事业新发展局面，要把坚持党
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全市各级红十字会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
事业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红十字会
法赋予的主责主业，努力在党政所需、
群众所急、红会所能上发挥新的更大
作用。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对市
红十字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呼和浩
特市红十字会自建会以来，始终秉持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广
泛动员和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

开展人道救助服务，在备灾救灾、扶危
济困、生命关爱、志愿服务、对外交流
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
市各级红十字组织、工作者、会员充分
发挥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
积极募集抗疫物资，广泛组织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为我市成功控制疫情传
播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市各级红十字组
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大力弘扬“艰苦奋
斗、无私拼搏”的“云曙碧精神”，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关爱生命、保障民生、
人道救助、志愿服务、疫情防控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应急救护、
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等工作走在了
全区前列，为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普遍
赞誉，也为全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了
有益借鉴。积极组织实施“5×100”项
目，打造出“博爱一日捐”“红十字博爱
送万家”“博爱寸草心”“博爱家园”“光
明行”等筹资长效机制和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红十字人道救助项目。近五年来，
全市募集“博爱一日捐”善款 6766 万
元，累计投入救助资金3500多万元，使

数十万户困难家庭和群众不同程度得
到帮扶；投入500余万元，实施了47个

“博爱家园”项目；累计争取中国红十字
会小天使基金、天使阳光基金 293 万
元，救助白血病、先心病患儿 108 名。
积极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完成普及
性培训11.4万人次、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2.3万人；积极宣传推广心脏自动体外
除颤仪（AED）功能作用，已在我市社
区、车站、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设立
AED机161台。新冠疫情以来，全市红
十字系统共接受疫情防控捐赠款物
1.29亿元，其中市本级接受捐款7700余
万元，物资价值2000余万元，全部投入
到抗击疫情一线。高标准打造红十字
文化主题公园——“博爱五彩园”，坚持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红十字精神高度融合，推进人道文化引
领新风尚。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作为谱写
新篇章。2021年全市各级红十字组织
继续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开展人道救
助、反映群众诉求、兜住民生底线、化
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秉承
人道宗旨，践行人道使命，在推动全市
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气
象、再创新业绩，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造祖国北
疆亮丽风景线，建设草原都市、幸福首
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旗引领风帆劲 人道春风满青城
——纪念第74个世界红十字日

●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 徐睿霞

“五一”假期我市“六进”景区活动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苗青

五月青城，绿意盎然。“五一”小长
假，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走进首府的各
大旅游景区，传承红色基因，领略草原
风情，体验民俗文化，以丰富多样的形
式欢度假期，尽享美好时光。“五一”期
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积极做好疫情防
控，在全市九个旗县区陆续开展 50余
场节假日“六进”景区系列活动，极大地
丰富了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
升了我市文化旅游的品质与口碑。

“五一”期间，一辆辆鸿雁阅读图书
车开往首府各大旅游景区。《红岩》《青
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近百册红色经典
书籍整齐排列，游客们在借阅后，或站
或坐认真阅读，重温百年党史、传承革
命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活动期间累计
派出 4 辆流动图书车，展出 8000 册图
书，陆续走进莫尼山非遗小镇、黄河麦
野谷旅游景区和黄河印象观景平台、老
牛湾黄河大峡谷、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
区等景区。

5月1日以来，呼和浩特市各支演出
团体在景区舞台纷纷亮相，轮番上演精
彩文艺节目，开展特色惠民演出。黄河

麦野谷旅游景区，一场首府第一台“水上
儿童剧”《麦芽儿梦游麦野谷》火爆上演，
风趣幽默的台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让前来观看的游人大呼过瘾。“五一”假
期，黄河麦野谷旅游景区累计入园人数
20311人次，同比2020年增长102%，恢
复至2019年同期的30%，活动期间还接
待残疾人、现役军人等免费人群2430人
次，亲子研学体验游7250人次。在神泉
旅游景区，乌兰牧骑队员的表演正在如
火如荼进行中，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
姿，展示了乌兰牧骑队员“一专多能”的
精湛技艺。截至5月5日，神泉旅游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50230人次，同比2020年
增长32%，活动期间还接待残疾人、现役
军人等免费人群 610 人次，区外游客
5008人次。

伴随着我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大众所熟知，成为
首府文化旅游新名片，“五一”假期，100
个非遗项目走进景区、广场，进一步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旅游生活，为我市旅游
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数十位非遗传承
人来到莫尼山非遗小镇，为游客们带来

剪纸、面塑、金属丝编、皮雕画等非遗技
艺展示，精湛的技艺、独特的传统文化
魅力，吸引了游客前来观看和学习。“五
一”假期莫尼山非遗小镇累计接待游客
38020人次，同比 2020年增长 98%，活
动期间还接待残疾人、现役军人等免费
人群8010人次，游学旅行5034人次。

一幅幅精妙绝伦的书画作品整齐
地排列在景区大厅内。书画家们也来
了景区，他们以书画为载体、以笔墨为
语言，创作出近百幅书画精品，展示了
草原儿女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美好的祝福。活
动期间共创作书画作品200余幅，赠送
市民和游客。

在各大景区，特别推出了旅游商品
展销活动，聚焦赞部落、伊利、蒙牛等50
多家我区知名企业，参加活动的商品包
含文创产品、民族食品、手工艺品等多种
文化主题商品300余种，为广大游客献
上了一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盛宴。

在恼包村观光旅游园区举办的“敕
勒川味道·网红音乐周”上，56种“敕勒
川味道”、10余种文创产品齐聚活动现

场，香酥的烤羊腿、香浓的酥油奶茶、精
美的蒙古包工艺品让游客们目不暇接、
流连忘返。活动从 4月 30日开始为期
7天，累计参与活动人数61797人次，同
比2020年增长59.1%。

在各大景区开展节假日“六进”活
动的同时，市文旅广电局也将疫情防控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市文旅广电局
高度重视假日旅游工作，预先发布“五
一”假期旅游安全提示，严格落实24小
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各项
安全责任落实到位。同时要求全市各
景区“五一”期间，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游客进入景区游玩时，需佩戴
口罩、测量体温、扫健康码、进行实名登
记，并限制人流量，错峰出行，确保游客
游览健康安全。

据悉，市文旅广电局开展的 2021
年呼和浩特市节假日“六进”景区系列
活动，旨在让市民和游客更好地感受红
色文化、艺术、文创、旅游商品、非遗、图
书等精品项目带来的文化魅力，为推动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拉动文旅经济消
费，提振文旅市场加油鼓劲。

近日，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1500名师生参加，献血量共计202100毫升。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沙尘退去未来三天首府气温回升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完成8项便民利企实事

本报讯（记者苗青）从 5月 6日开
始，受地面气旋和高空冷涡共同影
响，我市出现了大风沙尘暴天气，其
中托县最小能见度为 465米，达到了
强沙尘暴，其余地区为沙尘暴；最大
风力出现在新城区料木山，达到 40
米/秒。未来三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风力减小，偏北风 3-4级，气温有
所回升。

造成此次大风沙尘暴天气的主
要原因是高空有冷涡系统活动，我市
正好处于冷涡后部的西北气流控制，
地面处于气旋后部，水平方向气压梯
度加大，带来大风天气；另外，由于今
年蒙古国降水稀少，温度偏高，地表
干燥松散，抗风蚀能力弱，地面植被
稀少，易形成浮土，而地面气旋会把
地面的沙尘扬起来，为此次沙尘暴天

气提供了充足的沙源。
据呼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

2021年以来我市多沙尘天气，截至 5
月 6日共发生 5次大范围扬沙或沙尘
暴天气，主要影响系统为蒙古气旋和
地面冷锋。呼和浩特地区 2 月平均
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 2.3℃；3月平均
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 1.8℃。对比冬
季降雪量，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总降雪量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2
毫米。正是由于今年春天蒙古国和
我区自 2月以来气温持续偏高，并且
去年冬天降雪量偏少，另外，3 月以
来气旋活动明显增多，且气旋及后部
冷空气活动路径正面影响西北和华
北地区，从沙源地到西北和华北距离
短，因此导致今年沙尘天较多、强度
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