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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四区建设”“一区三圈六中心”抓手 推动目标落实落地
——访回民区区委书记马丙全

●本报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李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
建瓴、视野宏阔，精辟深刻、震撼人心，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市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呼和浩特市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实
施意见》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指南，回民
区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近日，回民区
区委书记马丙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回民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
行党的宗旨，继续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以赶考姿态奋进回民区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

一要深入抓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最重要政治任务。近期，已经先后组织
1场集中培训、召开 2次常委会和 2次
中心组学习会，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作了传达学习、研讨交
流，切实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行动自觉。下一步，回民区委也将
召开八届十三次全委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在
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增强
抓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好推动全
区发展。

二要全力抓落实，把学习贯彻成效
体现在发展上。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
市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结合回民区实际情况，逐条逐项研究贯
彻落实措施，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
效，特别是围绕“四区建设”“一区三圈
六中心”的抓手，推动落实落地回民区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在发展落实
过程中，要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卫生、出行等
方面问题解决好、落实好。具体表现
在，经济建设方面，今年以来，回民区各
项主要经济指标与去年相比较，企稳回
升明显。目前，经济恢复持续向好的态
势不断巩固。下一步，全力做好“六保”

“六稳”各项工作，全面用好用活中央、
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新政策，推动新产
业、新项目落地见效，确保下半年经济
能够实现稳定增长。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方面，作为自治区商贸服务产业发展
龙头旗县区，回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一直保持在自治区前列，下一步，回
民区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做优
做活服务业，持续推动商贸物流、总部
经济、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科技创新等
产业集聚发展，巩固自治区商贸服务业
核心区地位，着力推进“一区三圈六中

心”建设，推动回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城区和文化旅游特色发展城区建
设。绿色生态宜居方面，回民区依托大
青山前坡优质自然资源，大力推进生态
环境建设，霍寨沟生态修复工程成效显
著。同时，坚持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利
用原则，统筹周边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
然景观旅游资源，推动“三河一山”特色
旅游带建设，打造绿色生态宜居发展城
区。基层治理创新方面，回民区将持续
加强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城区建设，结合
去年疫情防控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提炼
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即构建

“支部建到小区里、党小组设在楼栋里、
党员编在网格里”的基层“大党建”模
式，100%实现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回
民区基层治理科学化、信息化、精细化
水平，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力和凝聚力。

三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
民区牢固树立抓民族团结就是抓发展的
理念，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民族观，让“三个离不开”“五个
认同”更加深入人心。营造良好的社会
发展环境，切实以社会治理的成效助推
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

我市上半年经济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上接第1版）上半年，累计接待旅游
人数 814.8万人次，增长 30.1%，旅游收
入 119.4 亿元，增长 20.8%。文化体育
娱 乐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82.2% ，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0.3%。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全市人民币各
项存贷款余额总量和增量稳居各盟市
第一。优然牧业挂牌上市，实现我市
四年来本土企业在主板上市“零”的突
破。上半年直接融资487亿元，是去年
同期的 3 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
1900 亿元，占贷款总额比重达到 20%
以上。网络消费快速增长，电商业务
加快扩容，全市网络零售额实现116亿
元，同比增长33%。

聚焦优势产业集群发力，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提升。全力打造
以乳业为核心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
群，以光伏产业为核心的新能源产业集
群，以生物疫苗为重点的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以大数据、云计算为重点的
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以建设区域物流中
心为引领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以建设
区域生活消费中心、休闲度假中心为引

领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印发实施《推
进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加快发展。上半年，光伏、医药、
食品行业增势明显，增加值分别增长
117.6%、13.2%和10.4%，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分别增长 8.7、4.0和 3.2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已完全恢复并
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
动力更加强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
行企业开办“一站服务、一次办结、成本
政府买单”制度，推行项目领域“承诺制
提前开工”“拿地即开工”“区域评估”

“标准地”等改革，大幅提升办事效率，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通
过召开全市招商引资承诺兑现大会，以
及签订协议限时兑现，上半年累计兑现
招商引资政策资金6.9亿元。通过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我承诺”活动，全市 36
个地区和部门主要领导分别向社会作
出公开办理事项承诺。优化整合全市
现有 56条政务服务热线，设立企业投
诉服务专席，形成“12345”一号对外的

“接诉即办”工作格局，办结率保持在
95%以上。在 2020年自治区营商环境
评价中，我市营商环境由全区最后一名
跃升为正数第二名，首府一流营商环境
正在加速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对市场主
体的吸引力、集聚力，上半年新增市场
主体28486户，同比增长50.2%；招商引
资成果丰硕，制定出台《招商引资考核
激励实施办法》，通过举办大型招商引
资活动，上半年签约项目 192个，意向
投资超过 3800亿元，落地项目 120个，
是近年来同期招商引资力度最大、签约
项目最多的一年。

投资消费两大需求稳步恢复，助
力经济实力持续走强。通过开展项
目“集中签约”“集中审批”“集中开
工”“集中观摩”，狠抓项目前期、强化
项目调度、细化考核通报，有效助推
投资快速增长，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
增 长 28.5%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31.7%。重大项目推进有力，年内计
划实施的 564个重点项目上半年全部
开复工，是全区唯一实现重点项目全
部开复工的盟市。通过开展“网上年

货节”“双品网购节”“百日惠民消费
季”等主题促销活动，加速商圈提档
升级，加快打造城市商圈和国家级步
行街示范街区，新建品牌连锁便利
店，有力促进消费市场活力释放，上
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量和增
速均居全区第一。

加大社会民生保障改善力度，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基本民生保障有力，财政用于民生
的 支 出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比 重 达 到
71%。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 2.53万人，同比增长 19.9%；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8.9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 4.3%，低于 5%的控制目标。居
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全市城市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4%，低于 3%的
控制线。民生实事推进有力，全市房地
产遗留问题办结率达到 97.5%，涉及住
宅 49.12 万套、5306 万平方米，分户登
记办结率达到 52.7%；333个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全部开工，已完工84个；57个
村、6.35万户燃煤散烧综合整治任务预
计9月份全面完工。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生
任学港）7月 27日，北京市女企业家
协会、内蒙古女企业家协会和市妇
联在赛罕区万正广场共同开展“相
约敕勒川共谋新发展”北京市女企
业家协会、内蒙古女企业家协会向
我市千名儿童献爱心活动。

活动中，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内蒙古女企业家协会为我市 1000名
儿童捐赠价值 20 万元爱心学习用
品。通过此次活动，女企业家们展
现了传播美德正能量的善行义举，

为“美丽青城、草原都市”贡献了巾
帼智慧和力量。

接 下 来 ，市 妇 联 将 充 分 发 挥
“联”字优势，结合“我为妇女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整合社会资源，以
儿童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围绕

“党史学习”“安全宣传”“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四大模块，确保暑期儿童关爱服务
活动主题鲜明、接地气、富有时代气
息，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氛围。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7月27日，
全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宣讲骨干培训班开班。

培训特邀自治区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团成员、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
部原主任、教授孙杰为参会人员作了
题为《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解
读》的专题辅导。邀请自治区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内蒙古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贾原作了题
为《新征程，百年中国共产党风华正
茂》专题辅导。

培训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的重大意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广
泛开展宣讲，不断扩大宣讲覆盖面。
要加强政治引领，严格遵守纪律，高
标准高水平开展宣讲活动。

拟纳入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的宣讲员，市教育系统、总工会系统、
共青团系统、妇联系统具备宣讲能力
的宣讲员代表，各旗县区党委宣传部
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理论科室负
责人、讲师团负责人，各旗县区党史
学习教育“理论学习轻骑兵”小分队
宣讲员代表参加培训。

“相约敕勒川共谋新发展”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内蒙古女企业家协会向我市千名儿童献爱心活动举行

全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宣讲骨干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王芮）近日，市纪委
监委召开常委会暨监委委员会（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智慧监
督现场观摩会暨重点工作中期汇报会精
神，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
任崔振武主持。

会议指出，我市在“城市大脑”智
慧监督、12345民生热线监督以及优
化营商环境等城市智慧管理方面的
工作举措，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质
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助推城市发
展实现弯道超车，受到了全区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的高度认可与关注。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正风肃纪反
腐的实际行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政治监督，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聚焦换届关键时
期，以换届监督带动政治监督有新成
效。要切实抓好案件查办工作质效，
准确把握办案的数量、质量和分量之
间关系，抓好审查调查、监督检查和
以案促改工作。要抓实各类专项整
治，推动系统性、行业性腐败和作风
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不断推动全市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纪委监委召开常委会暨监委委员会（扩大）会议

新华社东京7月27日电（记者 夏
亮 周欣 吴书光）五轮得分均获第一！
在 27日进行的女子双人 10米台跳水
比赛中，坚信“中国跳水就是战无不
胜”的陈芋汐/张家齐以领先对手美国
队 52.98分的优势锁定冠军。墨西哥
组合获得铜牌。

如果说跳水是中国体育的王牌项目，
女子双人10米台就是“王中王”。自从
2000年悉尼奥运会设立双人跳水项目以
来，中国队从未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

比赛过程波澜不惊，陈芋汐/张家
齐没有遭遇过挑战，以总分 363.78的
成绩轻松夺冠。本来金牌归属已经没
有悬念，两个姑娘还是等到裁判打完
分数后，才互相拥抱击掌庆祝，张家齐
更是激动地拍着巴掌蹦了起来，好像
第一次赢得冠军。

“特别爽！”尽管曾经获得过世锦
赛和世界杯冠军，陈芋汐和张家齐还
是认为奥运夺冠的感觉非比寻常。

作为奥运新兵，陈芋汐/张家齐承

认非常紧张。17岁的张家齐认真地说：
“比赛前紧张是肯定的，毕竟是奥运会，
我们代表国家出战，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般人看来，五跳都拿到全场最
高分，表现无懈可击也没有对手，但俩
人都指出自己还可以更好。陈芋汐认
为最后一个动作5253B（向后翻腾两周
半转体一周半屈体）不够出色。“这个动
作是比赛中是比较难的动作，对我来说
并不难，我有实力把它跳得更漂亮。”

在拿到这块金牌后，中国跳水队
在奥运会女子双人 10 米台成就六连
冠。被问到中国跳水队是否战无不胜
时，张家齐自信地说：“对，我们就是战
无不胜！我对我们中国跳水队非常有
信心！当然，首先要有这种信心，然后
主要还是靠在赛场上去拼，才能成为
战无不胜的队伍。”

“我也这样认为。平时努力训练，
到了赛场努力拼搏，把自己的实力发
挥到极致，战无不胜是拼出来的。”不
满16岁的陈芋汐认真地补充道。

关注东京奥运会

“特别爽”陈芋汐/张家齐女双10米台摘金

7月27日，中国选手陈芋汐/张家齐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7月27日，中国选手姜冉馨（右二）和庞伟（左二）在颁奖典礼结束后与教练合
影留念。当日，在东京奥运会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姜冉馨和庞
伟夺冠。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7月27日，杨倩（左）/杨皓然在升旗仪式上。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杨倩/杨皓然夺

冠。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遗失声明
田爱国、党育红不慎将内蒙古金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金川科技园小区 4

号楼二单元 1802号房的两张购房收据丢失，一张为 2018年 12月 17日开，票号为 0654098,金
额为 1029417元；另一张为 2019年 9月 28日开，票号为 0362082,金额为 25922元，特声明这两
张收据作废。

余磊（140108198910223232）不慎遗失从呼和浩特市迁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的户口迁
移证，证号：蒙迁字第 10690019号，声明作废。

余磊（140108198910223232）不慎遗失由呼和浩特市迁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的准予迁
入证明，证号：琼准字 01202709号，声明作废。

赛罕区那一年酒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5MA0Q1F9G5H，
主持经营者：尼玛苏荣，声明作废。

赛罕区金盛国际家居泓居悦品灯饰经销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105MA0NBE8D3K，经营者：吴哲，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 2014年签发张欢身份证丢失，证号：152827198509303325,
声明作废。

新华社东京7月 27日电（记者
王恒志、王沁鸥）27日晚，中国女子三
人篮球队王丽丽因对阵意大利独得
11分的表现冲上热搜。28日，她和队
友们将力争迈向新的里程碑，站上东
京奥运会领奖台。跳水馆中国男队
二度出战，举重场中国男举再次出
击，他们的目标都是冠军。此外，在
赛艇、体操、游泳等项目上中国队也
有冲牌实力。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用成绩证
明，她们不仅有颜值，更有实力。28
日的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单循环赛
曾输过的俄罗斯队。当日三人篮球
两枚金牌都将决出，中国女队有望站
上领奖台。

里约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获得7
金，唯一旁落的就是男子双人三米
板。王宗源/谢思埸将在 28日参加这
一项目的角逐，他们不仅希望重夺这
枚金牌，还肩负着为中国男子跳水拿
下东京奥运会首金的重任。对里约
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来说，虽然级别变
了，但他在奥运赛场夺冠的决心不
变，作为男子举重73公斤级三项世界
纪录保持者，石智勇在赛场上的对手
恐怕只有自己。中国队还将在体操

男子个人全能项目上全力冲金，肖若
腾和孙炜将与实力强劲的日本、俄罗
斯选手一拼高下。

赛艇 28日将决出 6金，是当日金
牌数最多的项目。中国队在女子四
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四人单
桨三个项目有冲金实力，其中女子四
人双桨项目中国队是不遑多让的头
号夺冠热门。

游泳也将决出 5金，中国队在多
个项目上有冲牌实力，张雨霏则将出
战女子 200米蝶泳半决赛。手握 400
米、800米和 1500米三项女子自由泳
世界纪录的美国名将莱德茨基，将在
2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冲击自己的本届奥运会首金。

东京奥运会 28 日将在游泳、赛
艇、体操、跳水、举重、三人篮球、马
术、橄榄球等项目上决出 23枚金牌。
男子足球 28 日将结束小组赛争夺。
羽毛球、乒乓球都将继续单项角逐，
其中羽毛球混双和乒乓球男、女单打
都将决出四强。

三人女篮冲奖牌男子跳水再出战

今日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