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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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群众办实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府将打造中小企业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模式

我市举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报告会

就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进行执法检查
良达220千伏变电站投产运行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5月24日，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我市贯彻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条例》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蓝峰，市重
大项目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国平参加。

在座谈会上，市文旅广局相关负
责人就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情况进行
汇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管理科负责人、呼市二人台艺术研
究剧院院长、中国剪纸（和林格尔剪
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莫尼山非遗

小镇创始人、文旅专家等先后发言，并
提出建议和意见。

据了解，这次检查旨在进一步督
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切实做好《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内蒙
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的贯彻落实，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的认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
魂，积极推动我市非遗事业的全面发
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

检查组先后赴莫尼山非遗小镇、
满族文化博物馆、乌力吉蒙古族乐器
传习所等地进行实地执法检查。

本报讯 5月21日，和林格尔县对
外发布，以“郊游胜境 花海和林”为主
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第十二届芍药文
化旅游节将于5月29日—6月20日在
和林格尔县南山旅游景区举行。

据了解，5月29日，将在和林格尔
县南山旅游景区举行开幕式，兄弟旗
县区乌兰牧骑与和林格尔乌兰牧骑将
共同为广大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
出；5月 29日—6月 14日举办第二届
伯修网红美食节，将在南山旅游景区
文化街区汇聚全国各地特色风味小
吃、传统老字号等 40多个展位，让游
客在观赏芍药花的同时，一站式吃遍
众多精品美食；6月 5日—6月 6日，6

月 12日—6月 13日将举办乌兰牧骑
精品文艺专场展演；6月8日上午举办

“观景赏花 足下健心”全民环南山徒
步游园探宝活动，倡导全民健身，徒步
赏花；6月5日—6月13日举行第二届

“新电商惠民生”和林格尔特产网络直
播季活动，通过网上直播带货等多种
形式宣传售卖和林格尔特色商品，提
升和林格尔知名度美誉度；5月 30日
在南山东广场举行“乐在骑中”和林
格尔骑游集结号活动；5月20日—6月
20日在南山旅游客服中心举办内蒙
古和林格尔第十二届芍药文化旅游节
摄影比赛及历届摄影作品展。

（李海珍）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为深入推进
质量强市建设，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效
能，满足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质量需
求，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出台《呼
和浩特市开展中小企业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2021—2023年）建设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建立以计
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为核心，
以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为延伸完善
的呼和浩特市中小企业质量“一体化”
服务体系，力争到 2023年，走出一条具
有首府特色的助企兴业新路子。

《方案》明确，结合“十四五”规划，
对优势特色产业链开展质量状况调查
和质量诊断分析，针对重点产业链、重
点区域企业的质量需求、技术机构的
资源现状、各方参加服务的意愿能力
等进行摸底调查。有机整合行政职能
部门的技术和行政资源，共享相关科
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人才、设备、信

息和检测等资源，建立检验检测和标
准化服务质量基础信息库。一是建设
中小企业质量服务站。以产业聚集区
为重点，科学布局，开放共享，建设质
量服务站为园区或周边中小企业提供

“一站式”质量服务。二是搭建开放式
网络服务平台。以计量、标准、认证、
检验检测等为核心，建设公共质量服
务数据库，联通各类技术机构，支撑服
务体系运行。三是深入实施中小企业
质量提升工程。以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为导向，针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开
展全方位“质量体验”服务，为我市中
小企业提供精准质量提升服务，着力
提升竞争优势。

《方案》同时明确，建立基本架
构。一是建设布局更加合理的质量服
务站。根据企业需求和全市重点区
域、重点产业分布，以产业聚集区为重
点，依托我市已有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区或重点企业，设立实体性的“一站
式”服务窗口或质量服务综合体，提供
现场咨询服务，指导企业解决在质量方
面提出的服务需求。每个旗县区至少
建设1个质量服务站。二是建设质量基
础设施网络服务平台。汇聚我市相关
技术资源，引进驻呼自治区级及周边地
区检验检测机构、高等院校、研究院等
优质资源，建设集计量、标准、认证、检
验检测、质量管理、知识产权、品牌培育
等网络服务平台。企业可通过平台提
出服务需求，服务机构可通过平台进行
信息沟通，为企业提供零距离、快速反
应的全方位服务。三是建设公共质量
服务数据库。整合公共服务质量方面，
诸如计量设施信息、标准化信息、认证
获证信息、特种设备检验信息等，完善
质量服务数据库。积极与区内外检验
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呼市政务服务网平
台互联互通，实现企业质量数据和政府

部门质量监管信息共享。
《方案》指出，2021年 4月至 6月为

调研及方案制定阶段。在开展广泛调
研的基础上，制订质量基础设施服务
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成立质量基础设
施服务试点建设领导小组。2021年 7
月至 2022年 12月为试点实施阶段，期
间，建设专业队伍，搭建服务平台。搭
建市级质量服务平台。整合大市场监
管格局下的技术和行政、驻呼和浩特
市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人才、设备、
信息和检测、全国范围检验检测和标
准化服务机构信息库等资源，建立便
捷高效的质量技术咨询和服务平台。
2023年 1月至 2023年年底为总结推广
阶段。总结“一站式”服务经验和做
法，对突出问题及时分析总结并提出
解决措施和建议，持续改进服务机制，
把“一站式”服务工作作为一项长久性
工作抓好、抓实。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近期以来，
市水务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针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水突出问题，重点抓
好四项民生工程，让群众拥有更多水生
态环境改善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如期完成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
工程。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是
我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核心
项目，也是我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打
赢碧水保卫战的关键工程，对解决城市
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问题和治理大小黑
河水体污染具有重要意义。该工程总
投资 5.8亿元，工程设计污水处理能力
12 万吨/日，出水水质达到优于一级 A

标准。工程建成后，将使我市城区污水
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由现在的 52 万
吨/日提高到 64万吨/日，城区污水处理
厂整体负荷率由95%降低到80%左右，
有效消除因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和
污水外溢导致的水环境污染隐患。

采取上门服务的形式对全市所有工
业园区用水企业开展普法宣传。为杜绝
各工业园区企业发生违法取水行为，该局
启动了“服务园区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大

型普法宣传活动。通过上门讲解相关企
业涉水和公益诉讼案例、现场解答企业提
出的各类涉水法律问题、发放《工业园区
企业涉水法规汇编》等方式，进一步提高
园区企业守法用水意识，规范企业取用水
行为，持续优化首府涉水营商环境。

强化生态治理修复，稳步推进水土
保持项目建设。今年全市水土保持治
理任务为190.67平方公里，重点加强水
土流失防治，推进坡耕地综合整治、小

流域综合治理、京津风沙源二期水利、
水保工程和淤地坝建设，该局将按照时
间节点优化计划方案，明确各措施的时
间节点，确保目标任务稳步推进，确保
年底前完成计划任务。

启动引黄三期供水工程前期工作。
该工程拟建供水规模为40万吨/日，项目
建成后将为我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供水
保障，有效解决我市水资源短缺问题，
同时也可为我市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提
供替代水源。今年计划完成工程的可
研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委托第三方招
标工作，力争年底前完成上述两项报告
的专家评审论证。

市水务局：学史力行 着力办好水利民生实事

和林格尔第十二届芍药文化旅游节29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5 月 21
日，我市举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学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
迹报告会。

报告会上，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
团、回民区三顺店社区、市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托县民
族小学的代表，分别围绕推动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真情关爱各民族
学生、铸牢广大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加强和谐社区建设、不断
密切党同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地铁
建设促进首府各项事业发展等内容
作了报告。报告人的讲述，真实感
人、催人奋进，表达了各族群众促进

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创造美好
生活的强烈愿望。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
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内
蒙古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市民委组织
我市 14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
模范个人组成3组宣讲团，以“深入开
展民族法治宣传教育，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分别深入旗县
区、各单位、各行业开展巡回宣讲，旨
在进一步推动首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5月24日，
市委办公室工作作风整治提升活动
动员部署会召开。

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文明参加会
议并讲话。

吴文明在讲话中指出，此次会议
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
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和自
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莉霞的批
示精神，对机关工作作风整治提升活
动进行动员部署。

吴文明指出，全办干部职工要围
绕“为什么要开展这次机关工作作风
整治提升活动”“如何推进这次机关工
作作风整治提升活动有力有效开展”

“怎样确保这次机关工作作风整治提
升活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三个方面，

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站在对全
市中心工作负责、对群众负责、对事业
负责的高度，着力解决好思想僵化、因
循守旧的问题，着力解决好粗枝大叶、
标准不高的问题，着力解决好效率低、
工作落不细的问题，着力解决好担当
精神不足、动真碰硬不够的问题，着力
解决好不讲规矩、纪律松弛的问题，要
强化组织领导、深入查找问题、狠抓整
改落实，以作风的大转变推动效能的
大提高，以形象的大提升促进服务环
境的大改善，努力为首府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

会上，还对《市委办公室工作作
风整治提升实施方案》作了解读，并
要求全办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抓好
落实。

市委办公室工作作风整治提升活动动员部署会召开

▲站内运检人员在做投运前
的各项检测、数据核对工作。

良达220千伏变电站全景。

近日，随着 3 台主变压器顺
利完成冲击合闸，良达 220 千伏
变电站正式投产运行。

由呼和浩特供电局承建的良
达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为了
满足金桥开发区用电负荷快速增
长的需求，形成与黑河 220 千伏
变电站为依托向地区供电的网架
结构，更是推进用电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首府招商引资的重要保
障。该项目总投资2.08亿元。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李顺鹏 杜鹃 摄

（上接第1版）还有马铃薯加工
订单补贴。补贴对象为：在自治区
注册的，与区内马铃薯种植户签订
加工专用薯生产订单并履行合同的
加工企业。补贴通过企业所在盟市
申报。补贴标准为：按照合同约定
收购订单马铃薯的企业，给予 20元/
吨的补贴。补贴品种是符合马铃薯
加工企业所需的加工专用品种。

申报流程马铃薯加工订单补贴
的，要在播种出苗前后马铃薯加工
企业向所在盟市农牧和财政部门提
交补贴申请，并提供与马铃薯种植
户签订的订单合同。马铃薯出苗
后，由加工企业所在盟市农牧和财

政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订单内容
进行核查。马铃薯收购结束后，10
月底前加工企业向所在盟市农牧和
财政部门上报订单完成情况，盟市
农牧和财政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订
单完成情况进行核查。盟市农牧和
财政部门，将符合补贴要求的企业
订单数量及相关证明材料于 11 月
15 日前联合上报自治区农牧厅、财
政厅。自治区农牧厅和财政厅将通
过门户网站或报纸等形式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 15 天。未收到异议或
异议不成立的，自治区财政厅在下
一年度预算中安排补贴资金，逐级
拨付到加工企业。

对马铃薯生产者、科技创新和马铃薯加工订单进行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