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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04006446号，声明作废。
李进财遗失残疾人证，证号：1501241957010947355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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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1号楼 2单元F型 21层的回迁证丢失，面积：63m2,回迁证编号：0913,声明作废。

派出所有了AED
10月14日，在赛罕区巧报派出所一站

式综合服务大厅内，一台崭新的AED（自
动体外除颤仪）吸引了不少前来办事群众
的目光。据了解，为更好地应对紧急情况，
经过积极申请和各方面综合协调，市红十
字会为巧报派出所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配
备了自动体外除颤仪，并且还增加了担架、
拐杖、轮椅、助行器等器械，以满足办事群
众不时之需。

■本报记者 刘军 通讯员 阎振基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市宣讲团专题宣讲走进土左旗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0 月 14
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
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市宣讲
团专题宣讲走进维家惠建材市场。

市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党史
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恩巍作
专题宣讲。李恩巍以《全面建设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打造“美丽青
城、草原都市”亮丽风景线》为题，从
大会主题、我市过去五年的工作回
顾、本次党代会的指导思想、总体思
路、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落实党代会
精神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五个方
面，对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进行了

深入解读。宣讲紧紧围绕我市发展实
际，系统全面、内容翔实、观点明确，富
有感染力，使与会人员对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聆听宣讲人员表示，要进一步坚
定信心、凝聚力量、砥砺前行，把学
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要
立足本职岗位，练好内功、提升修
养、担当作为，在实践中锻炼自身本
领，在“全市一盘棋、共谋新发展”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云静 通讯员 阿荣）
10月14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呼和
浩特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市宣讲
团专题宣讲走进土左旗。

市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经济教

研室主任、副教授魏岚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呼和
浩特发展新篇章》为题，从深刻认识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指导思
想、总体思路及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全面深入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以及内蒙古历史、地理、生态资源、产
业结构优势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宣
讲。宣讲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
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紧贴实际。

宣讲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深
入理解把握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
精髓要义、丰富内涵，提高站位，立足
全旗发展，书写土左旗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市宣讲团专题宣讲走进维家惠建材市场

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我市河湖管理保护“秋季”行动进入集中查处阶段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0月14日，

市委统战部召开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通报会。会议向全市各民主党派通
报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葛智敏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在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明确我市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提
出了全面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现代
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把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描绘的

美丽篇章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全市上
下、各个方面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更需
要各民主党派弘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履职尽责，
推动呼和浩特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全市各民主党派要深
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不断坚定政治自觉，筑牢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要充分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职能，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优势，积极助推呼和
浩特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做好党派换届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和本领能力。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10 月 14
日，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召开“加强政
协系统党的建设，开创人民政协事业
新局面”研讨会。

市政协副主席、理论研究会会长
郭炳胜出席会议。

会议对市政协理论研究会 2021
年度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了表彰，并围
绕“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开创人
民政协事业新局面”主题进行研讨交

流发言。
郭炳胜要求，要准确把握新时代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突破点；要注重研究成
果的运用和宣传，促进政协工作提质
增效；要充分发挥市政协理论研究会
的平台作用，在履职实践的基础上，
提炼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为推动
我市政协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赴和林格尔新区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记者10月13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由市河长办、市人民
检察院联合开展的我市2021年河湖管理
保护“秋季”行动（以下简称“秋季”行动）
已全面展开，目前进入集中查处阶段。
此次行动，旨在推进河湖“清五乱”常态
化规范化，重拳打击非法采砂等水事乱
象，预防和依法惩治涉河湖违法犯罪行
为，为持续改善河湖面貌提供有力保障。

据介绍，“秋季”行动将持续至11月
20日结束。重点在河湖长制落地见效
方面，检查各旗县区河湖长制年度工作
部署和落实情况，各级河湖长履职、巡
河、发现和解决问题情况，部门协调联动
参与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旗县级及以上
河湖长组织对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湖

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考核及激励问责
情况，“一河（湖）一策”实施情况；河长制
办公室日常管理工作情况，组织、协调、
分办、督办等职责落实情况。

在河湖“清五乱”治理方面，以“春
季行动”“百日攻坚行动”摸排整改为基
础，对境内所有河湖管理范围内“五乱”
问题进行全面拉网式再排查、再清理，
坚决做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地推进

“清五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重点查处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倾倒、填埋、贮存、弃
置堆放固体废物，在滩区种植阻碍行洪
的高秆作物，违法违规建设涉河项目等
行为；检查黄河岸线专项整治工作剩余
整改项目是否按计划有序推进整改。

在河湖采砂治理方面，重点检查责

任制落实情况、监管情况、违法违规采砂
情况等，及时查处零星盗采、“蚂蚁搬家
式”偷采等问题；重点查处未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对河道进行清淤疏浚、河湖
采砂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等问题。

在河湖违法排污治理方面，重点查
处排污企业未按照排污许可规定排污；
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违法新建排污口、非法排污或从事可能
污染水体的活动；向河湖排放油类、酸
液、碱液或剧毒废液；将含有可溶性剧
毒废渣向河湖排放、倾倒或直接埋入地
下；向河湖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
圾和其他废弃物；在河湖最高水位线以
下的滩地和坡岸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
和其他污染物；向河湖排放或者倾倒放

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和
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未经消毒处理，
违法排放含病原体的污水；违法向农业
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

在涉河湖违法犯罪惩治方面，重点
查处在河湖管理范围盗采砂石料构成
犯罪的，向河湖违法排污构成犯罪的，
非法捕捞水产品构成犯罪的，其他各类
妨害水务部门行政执法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重点检查党中央、国务院交
办水利部或地方查处的河湖问题，水利
部或地方党委、政府批示的河湖整改问
题，历次监督检查发现的河湖问题，向
河湖非法排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群众
反映强烈或媒体曝光的有关河湖流域
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等。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这座人行天
桥建得真是太好了！以后大人孩子过
马路更安全了。”10月14日，市民李先生
登上人行天桥高兴地说。作为今年我
市新建的5座人行天桥之一，呼伦贝尔
北路蒙古族学校人行天桥昨日正式投
入使用，另外4座人行天桥也将于11月
底前陆续投入使用。

据市住建局属市政建设服务中心
工程科人行天桥项目负责人赵岩介绍，
随着我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人口数
量和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市区交通

日趋拥堵。为切实解决市民急切需求、
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按照市委、市政府城
建工作安排部署，结合社会各渠道反馈
的信息及我市2021年城建计划，今年我
市在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附近将新建5座
过街人行天桥。

这 5座人行天桥分布于赛罕区和
新城区，分别为：昭乌达路内蒙古大学

人行天桥、哲里木路内蒙古工业大学人
行天桥、锡林郭勒北路呼和浩特铁路局
人行天桥、呼伦贝尔北路蒙古族学校人
行天桥和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人行
天桥。这 5座人行天桥结构形状全部
相同，上部均采用铝合金桁架式结构，
下部均采用柱式盖梁、钻孔灌注桩基
础。台阶桥面均选择防化材料。

据介绍，市政建设服务中心于今年
3月开始进行人行天桥项目建议书的报
批工作等前期工作，于5月25日完成了
工程项目设计与施工（EPC）的招标工
作，6月下旬开始施工，目前除呼伦贝尔
北路蒙古族学校人行天桥14日正式投
入使用外，昭乌达路内蒙古大学人行天
桥也开始进行主梁架设，其余3座人行
天桥正在平行施工，进行下部钻孔桩、立
柱施工以及上部主梁、梯道的安装等工
作，在11月底前将全部建成并陆续投入
使用。

我市今年新建5座人行天桥11月底前陆续投入使用
呼伦贝尔北路蒙古族学校人行天桥昨日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10 月 14
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市宣讲团专题宣讲走进呼和浩特市
蒙古族学校。

市宣讲团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哲
学博士、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马列部形
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杨永利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
大复兴中国梦”为主题，围绕深刻理
解和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大
意义、全面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三个

方面，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进行
了深入阐释，宣讲层次清晰、分析透
彻，使与会人员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聆听宣讲后，教师纷纷表示，本
次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深入浅
出、分析透彻。在今后的教学工作
中，不仅要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成
绩，更要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使
者，帮助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
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
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植根在孩子们心
灵深处。

本报讯（记者 苗青）10月 14日，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出提示，
10月 16日、17日参加 2021年下半年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请注
意，鉴于 10月 13日二连浩特市报告
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请考生
务必于考前一小时到达准考证指定
的考点，接受手机行程卡和健康码的
核验，提交考生安全考试承诺书（14
天体温记录表），并进行体温检测。
除配合考点进行身份验证外，入场期

间须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后可自行选
择是否佩戴口罩。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示，
凡 14天内有二连浩特市及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的考生，必须全程佩戴口
罩，进入考点时须提前向工作人员告
知情况，除提交考生安全考试承诺书
（14天体温记录表）外，还须提供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程通过单
独通道进行体温检测与身份认证，在
备用隔离考场进行考试。

市委统战部召开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通报会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10 月 14
日，市政协副主席回力带领经济界部
分委员赴和林格尔新区开展专题调
研。

回力一行先后到中国（呼和浩
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线上公共服
务平台、内蒙古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
平台进行实地调研，了解项目规划建
设、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驱动等
情况。在中国（呼和浩特）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线上公共服务平台，委员

们一边参观一边交流，对于和林格尔
新区打造数字经济平台、优化营商环
境等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内蒙
古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委员们
通过看现场、听汇报，全面了解了该
平台通用计算系统、节点互联网络等
多项内容。

回力指出，委员们要详细了解新
区企业的运营模式、运行现状和发展
规划，找准建言献策的着力点和切入
点，为我市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召开“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开创人民政协事业新局面”研讨会

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市宣讲团
专题宣讲走进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

2021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即将开考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出疫情防控提示

呼和浩特市政府代表团赴深圳开展招商引资考察和项目合作洽谈工作
（上接第 1版）在中国光大环境

（集团）有限公司，贺海东听取了公
司关于环保能源、环保水务等板块
情况介绍，就污水处理、照明节能改
造等相关合作事宜与中国光大环境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延国进行
座谈交流。贺海东表示，希望双方
能进一步加强沟通，在环保能源、环

保水务、生态能源、光大照明等领域
深化合作，助力首府低碳绿色发展。

在 万 科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贺
海东详细了解地铁小镇项目、马鬃
山滑雪场项目、恼包物流园项目推
进情况，并与公司总裁祝九胜进行
座谈交流。贺海东说，呼和浩特将
一如既往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

建好专班、搭好平台、抓好调度，确
保项目无障碍推进。希望企业科学
安排工期，抢抓利好时间，加快项目
建设，助力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
新台阶。

贺海东还会见了内蒙古显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葵生，就
有 关 项 目 进 行 了 座 谈 。 贺 海 东 表

示，首府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一如既往地支持显鸿科技等高
新技术企业在呼和浩特市的发展，进
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不断拓宽合作领
域，助力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 领 导 刘 建 国 、张 永 文 以 及 相
关 地 区 部 门 负 责 同 志 参 加 考 察 座
谈。

简

讯

●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凝心聚力讲好黄河文
化、黄河故事，强化区域合作，加强资源共享，提升区域内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由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主办，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洛阳美术馆、呼和浩特市图书馆、
呼和浩特市美术馆、托县图书馆共同承办的“讲好黄河故事 传承文
化根脉”文化交流活动日前在我市启动。 （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