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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公租房建设让低收入人群有了“安心窝”
●本报记者 云艳芳

贺海东在全市第37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强调

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为首府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常培忠李炯参加 曹思阳主持

走进乡村走进乡村 看看小康小康

东乌素图村：回迁小区环境好 致富村民健身忙
●本报记者 祁晓燕

市本级不动产登记中心及各旗县自然资源局全面排查不动产登记工作

走进回民区东乌素图村回迁小区，
舒适幽静的长廊、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
心旷神怡。伴着清晨舒爽的风，村民们
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66岁的郝瑞奇习惯早早起床，结束
了在小区篮球场的锻炼后，便准备着去
村委会上班了。

几年前，郝瑞奇一家居住在旧村的
平房里，取暖、用水很不方便。得益于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2017年，他们一家
搬进了东乌素图村回迁小区，住进了宽
敞明亮的楼房。郝瑞奇告诉记者，以前，
一家人居住在砖瓦房里，生活条件跟现
在没法比，冬天取暖只能靠自己生炉子，
用的虽然是自来水，可是，时有时无的状

况让他们觉得很无奈。2017年，按照拆
迁政策，他们一家搬进了现在的回迁小
区，住进了10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生活
便捷又惬意。“这里虽然是回迁小区，但
是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小区内有凉亭、长
廊、小广场、篮球场、健身路径、足球场
等，村民们休闲时可以健身、聊天、打球，
尽情地在小区里做喜欢的事情。小区的

绿化也相当好，每到夏天，小区内绿意盈
盈，加上清新的空气，大家都喜欢晚饭后
出门散步溜达。”郝瑞奇说。

在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后，村民
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坦，对于健康的理念
也开始发生转变。郝瑞奇说，现在，大
家住得好了，都很注重健康，参与锻炼
的村民越来越多，茶余饭后，大家会不

约而同地相聚在健身场所一起锻炼，他
的老伴也是其中的一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乌素图有着独
特的地理环境，优越的土壤条件和宜人
的气候，十分适合红杏的自然生长。回
民区依托乌素图生态优势和“杏坞番
红”历史文化悠久的人文优势、自然资
源优势，突出乌素图“大杏”品牌效应，
支持东乌素图村村民大力发展农家乐、
水果采摘、花卉种植、特色养殖等项目，
将农业产业链向现代服务业延伸，打造
以农家乐为产业发展模式的新型产业
链条，形成以观光旅游、游园采摘、休闲
度假、农家餐饮为主的新农村经济发展
格局。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按照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全区不动产
登记问题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近
日，市自然资源局及时传达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对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五
督查组通报内容，印发《关于成立不动
产登记领域专项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专班）的通知》，要求市本级不
动产登记中心及各旗县自然资源局全
面排查不动产登记收费、不动产流程
优化、精简要件、压缩办理时间、资料
移交及数据整合、联办业务分设窗口、
串联办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排查，市本级不动产登记中心
及五个旗县均已参照自然资源部公布
的 26种不动产登记流程优化图进行
了流程优化；登记收件材料均严格按
照要求，未增加非法定登记要件；在大
厅或门户网站公开了登记收费的依
据、名目和标准；除依法收取的登记费
外，未增加落宗费、配图费、查询费、测
量费等费用；市不动产登记5个服务大
厅醒目位置张贴了举报电话。同时，
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如增设预审窗
口、存在超时件、未张贴“清风青城，e
码监督”宣传单等问题，已立行立改。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
子，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验房时
看着亮堂堂的屋子，设施还十分齐全，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真是打心底感谢国
家的好政策。”

9月 8日，记者在新城区塔利公租
房管理站见到了刚刚领到公租房钥匙
的邢建清。看着手里的钥匙，邢建清满
脸喜悦，她激动地告诉记者，她是今年7
月份通过摇号获得了一套 45平方米的
公租房，今天来办交房手续，不到一上
午就办完了所有手续。由于屋子里基
础装修和设施都有了，不用再添置太多
东西，她很快就能喜迁新居了。

随后，记者来到张瑞兰家，秋日的
阳光从明净的窗户照射进来，整个屋子
温暖而亮堂。这是一套 47平方米的一

居室，虽然面积不大，但客厅、卧室、卫生
间、厨房、阳台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屋
子收拾得温馨整洁，每个边边角角都充
分利用，透露出女主人的用心。张瑞兰
告诉记者，之前她一直租房居住，租金贵
不说，还经常搬来搬去，就像是浮萍落不
下根。自从 2018年通过摇号搬到公租
房后，她才觉得真正在首府扎下了根，心
里感到格外踏实满足。“我们刚搬来时交
通还不是很方便，近几年不仅通了好几

趟公交车，而且还有了地铁，出行太方便
了，虽然不是高档小区，可也有配套的小
广场、绿化带、超市、幼儿园，物业服务也
很好，一个月只交不到500元，连物业费
都包含了，比起以前租房住的日子，现在
的生活太舒心了。”张瑞兰说。

邢建清、张瑞兰只是我市保障房普
惠民生的一个缩影。自2010年以来，我
市把保障房建设当成头等民生大事，十
多年来，通过新建、配建、改建等方式建

设公租房 42182 套，236.15 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已建设完成35141套，201.25
万平方米；已分配入住34941套，199.86
万平方米。其中，今年7月25日公开实
物配租5145套，23.15万平方米，目前摇
中号的群众正在陆续办理入住手续，计
划9月底前完成。

我市采取有力政策和措施保障公
租房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在选址和建设
标准摆布上，考虑平衡发展，集中建设
的项目市四区均有摆布，配建的公租房
广泛分布，充分考虑方便群众生活，同
时显现公租房的市场价值。在建设上，
实行高标准规划，高品质设计，要求小
区配套设施完善，户型科学合理，并进
行简单装修，满足直接入住条件；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供热大网管
线已经敷设到我们村，今年冬天我们就
能用上暖气，真是太好了！”由呼市城市
燃热集团城发供热公司实施的西黑河村
燃煤散烧并网工程建设，目前已进入攻
坚阶段，预计9月底全部完工，今年供暖
季投入运营。

西黑河村燃煤散烧并网工程项目位

于大黑河村境内，是城发供热公司实施
的第 21个集中供热村。该项目供热面
积约15万平方米，涉及住户991户，建设
一次供热管网约 6公里、二次供热管网
约16公里，2020年8月26日正式开工建
设，今年 5月中旬续建未完成的部分项
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换热站管道工艺
工程，一次管网敷设完成60%，二次管网

敷设完成98%，入户连通、室内管道和暖
气片已安装约600户，预计所有工程9月
底前全部完工。

据了解，今年我市继续深入推进燃
煤散烧综合整治工作，计划完成 57个
村、6.35万户的改造任务。

按照《呼和浩特市坚决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 2020年行动计划》，我市计划

利用两年时间，通过接入集中供热、“煤
改电”“煤改气”、棚改和清洁煤炭替换
等方式完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214个
村（片区）、约13万户居民燃煤散烧综合
整治工作。其中，城发供热公司实施的
燃煤散烧并网工程是 21个村（社区）、
9766户、225.37万平方米，现已全部开
工，今年要全部完工并实现集中供热。

新华社北京 9月 8日电 为推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
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
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
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
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
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由“绪论+三编”构成，共 20
章，近 27万字，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鲜明特色、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
要义、科学方法、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
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
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

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
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坚
持忠实于原著、原文、原意，坚持学理化
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是高校
法学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点教材。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9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西黑河村燃煤散烧并网工程进入攻坚阶段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9月 8日，

乳品厂小区不动产权证发放仪式在大
学西路街道四千米社区乳品厂小区党
群活动服务中心举行，现场60户居民
领到了盼望已久的不动产权证，大家
感谢党和政府好政策、感谢街道社区
为群众办实事。

据了解，乳品厂小区是建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居民以中老
年人居多，共 5栋 242户，所涉房屋为

房改房，因为历史原因，居民不动产权
证一直未能办下来。

大学西路街道和四千米社区了解
到这个情况后，通过前期的摸底调查
和资料收集，全力帮助小区居民办理
不动产权证。截至目前，先后有两批
共92户居民已领到了不动产权证，解
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下一步，四千米社区将继续推进
剩余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

乳品厂小区又有 60户居民领到不动产权证

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本报讯（记者 苗青）9月 8日，全
市第 37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召开。会
议表扬了近年来我市教育战线上涌现
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市委副书
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贺
海东在会上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要
清醒认识首府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严
峻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继续在各
自领域、各自岗位上勇于担当、勤勉工
作，为首府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
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自治区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张润厚
应邀参加会议。

市领导常培忠、李炯、崔振武、刘
程民、商井民、葛智敏、魏红军、刘继
英、晓芳参加会议。呼和浩特职业学
院党委书记曹红参加会议。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教工委
书记曹思阳主持会议。

贺海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
扬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长期奋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广

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
候。

贺海东指出，这些先进集体和个
人，是全市教育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市委市政府通过表扬先进，希望在全
社会树立尊重学习、尊重知识、尊重劳
动、尊重老师的鲜明导向，让先进代表
们成为大家争相学习、对标对表的榜
样、楷模，在全社会形成“传播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的浓厚氛围。针对我市
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短板问题，要一项
一项想办法、找路径加以改进，最终补
齐短板，确保首府教育事业在全区优
先、率先走在前。

贺海东在讲话中强调，我市要坚
持立德树人导向，推进优质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强化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抓
好教学研究，创新教育合作方式，加强
教育信息化建设，强化校园管理，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努力实现首府
教育事业在全区作标杆、在省会城市
争上游的目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近日，呼和浩特供电局输电管理处电
缆二班职工在青城变电缆隧道内更换照
明灯。

本工程于8月中旬开工，对青城变、泰
安变电缆隧道及丁香路综合管廊内损坏
的照明灯、应急灯与消防疏散指示灯进行
更换，同时对科尔沁电缆隧道内12个回路
的电缆支架进行加固。预计本月底照明
灯等更换工作全部完工，预 计 10 月中旬
电缆支架加固工作全部完工。

■本报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李顺鹏 张盛昱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9月 8日，
市政协党组 2021年第 10次（扩大）会
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系统党的
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研究部署
贯彻落实意见。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提名人选李
炯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
政协党组副书记葛智敏，党组成员、副
主席回力、郭炳胜、宋慧、罗琳，党组成
员、秘书长提名人选王斌参加会议。副
主席高珍伟、索英俊、王国华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
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中国共产党迎
来百年华诞、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
际召开，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领导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学习会，也是促
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党建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推动会。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
贯彻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关于加强政协党建工作的部署
要求，完善工作举措，扎实有效推进全
市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会议强调，市政协要学深吃透会议
精神，做到党的工作在政协工作全覆
盖、党的组织体系在政协组织全覆盖，
以高质量党建为政协事业创新发展夯
基固本；要进一步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落实好党建工作责任制，不断
提高政协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要深入
研究政协党建工作实践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党的组织体
系，探索建立专委会党的基层组织，不
断夯实政协党建工作基层基础，提高全
市政协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市政协党组2021年第10次（扩大）会议召开
李炯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