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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通电话

呼和浩特市新冠病毒疫情联防联控暨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2021年第16次调度会召开

包钢出席 贺海东主持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常培忠主持

10 月 27 日，模特展示技术官员制
服装备（左）、志愿者制服装备（中）、工
作人员制服装备。

当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
装备在北京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制
服装备，在功能上能够满足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各种工作场景的需求，外观
上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和
美感，在科技含量和绿色可持续方面达
到了行业先进水平。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冬奥制服正式亮相

呼和浩特市新冠病毒疫情联防联控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2021年第17次调度会召开
贺海东主持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10月27
日上午，呼和浩特市新冠病毒疫情
联防联控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2021年第16次调度会召
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包
钢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
新区党工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总指挥贺海东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呼和浩特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督导检

查的补充通知，对下一步排查、流
调、核酸检测、人员管控等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各地区要进一步落
实疫情防控各方面责任，坚持“一
把手”亲自部署、亲自督导，尽快补
齐疫情防控工作短板，从严、从实、
从快、从紧、从细做好我市新冠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市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已决定对各旗县区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提级督导，各督导
组要采用明察暗访的方式加强督导
问效，全面压实疫情防控责任，以强

有力的监督筑牢全市疫情防控堤
坝。各地区要加强统一调度指挥，
不断优化防控策略，整合各方资源，
确保第二轮核酸检测可以随时启
动。要高度重视商场、超市、宾馆、
饭店等公共服务场所的疫情防控工
作，常态化开展检查，严格落实“测
温验码”等管控措施，引导群众保持
戴口罩、少聚集、“一米线”等良好习
惯。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要进一
步强化市场调度和监管执法，紧盯
重点领域，严把冷链物流管控，千方
百计保证物资供给和物价稳定，切
实满足我市人民基本生活需求。要

切实加强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业务培
训，确保酒店内保洁消杀、垃圾收集
转运等各环节工作操作规范，严格
落实包联责任制，明确工作分工，坚
决防止交叉感染。要切实发挥基层

“哨点”作用，关心爱护防控一线的
基层干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疫
情防控上放手工作、积极作为，以最
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最扎实
的作风，把我市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抓细抓实抓到位。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有关部门设
分会场。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27日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米尔济约耶夫当选连任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年

来，两国各领域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双方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振兴进程中互学互鉴，在合作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守望相助。中方高度重视发
展中乌关系，支持乌兹别克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 （下转第3版）

习近平同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27日同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同赤道几内亚关系保

持高水平发展，政治互信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高度赞赏赤道几内亚在涉台、涉港、涉疆、人权

等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支持，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
赤道几内亚维护国家主权、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
推动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0月 27日，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常培忠主持会议，副主
任斯钦毕力格、蓝峰、马慧军、靳春亮，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红霞，秘书长张晓帆
及常委会委员共 3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
数。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吴文明，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崔振武，副市长王彦军，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希民，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忠明，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崔振武作的《市监委关于专项整
治基层“微腐败”工作情况的报告》，王彦军作的

《市政府关于我市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情况的报
告》，市政府秘书长张仲东作的《市政府关于市十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及重点
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0月 27日，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常培忠主持会议，副主
任斯钦毕力格、蓝峰、马慧军、靳春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红霞，秘书长张晓帆及
常委会委员共3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希民，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张忠明，市监察委和市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
制委关于《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
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和废止《呼和浩
特市清真食品管理办法》《呼和浩特市社会市

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审议结果的报
告，并表决通过了相关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十
六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2021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的决议》；因工作调整，徐睿霞、云新明、乔允
利申请辞去市政府副市长职务，会议审议后决
定接受其辞去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常培忠强调，当前全市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

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全市人大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有效地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同时
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做好党代会交付人大的各项
工作，不断提升新时代首府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常培忠主持

贺海东暗访我市隔离场所、农贸市场疫情防控
工作时强调

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10月 27日上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书记、市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贺海东一行对我
市部分隔离场所、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暗访，强调各隔离场所、公共场所相关负责人
员要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紧绷疫情
防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在赛罕区维也纳酒店，贺海东实地察看了现
场环境卫生、视频监控等，听取工作人员介绍隔
离场所基本情况，详细了解组织管理、接收隔离
人员、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相
关责任管理人员、责任单位要压实安全管理责
任，确保集中隔离酒店服务和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落实落细，科学完善各类疫情防控工作台账，深
化集中隔离酒店人员值守管理制度，落实闭环管
理，严防卫生、安全和安保事故。

在美通农产品批发市场，贺海东认真察看
市场出入人员信息登记、冷链货物报告单，与
市场经营户进行交流，向他们询问食品来源并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消杀措

施落实、中风险地区及外来货物运输车辆管控
机制等情况。现场要求监管部门要严格落实
食品检验检疫制度，盯住进口冷链食品和非冷
链物品的管控，同时要做好粮油等生活物资储
备，加大市场供应能力，切实稳定物价、稳定市
场，坚决打击哄抬物价行为。

每到一处，贺海东都要仔细询问、认真察
看，详细了解场所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情
况。他强调，我市各隔离酒店、各类公共场所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认真落实每一项防控措
施。要明晰职责任务、标准要求、流程规范，确
保每个环节、每个流程责任到人、落实到位。
相关职能部门要压实公共场所疫情防控各项
监管措施，督促做好公共场所环境消杀、健康
码、行程码、体温监测、信息登记等工作，千方
百计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坚决打赢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

副市长提名人选、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
总指挥晓芳以及市商务局、市卫健委等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进一
步深化道路运输领域“放管服”改
革，切实解决道路运输从业人员重
点关注的行业高频事项实现异地
通办问题，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按照

有关工作部署及要求，依托互联网
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通过

“全程网办”方式，已全面推动实现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旅客运输、普
通货运、危货运输驾驶员、危货运

输押运人员）从业资格证补发、换
发、变更、注销和道路运输驾驶员
网上诚信（信誉）考核等5项高频事
项的跨省通办。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添加“道路

运政一网通办”微信小程序或下载
手机App“道运通”即可从网上异
地办理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
更、注销和道路运输驾驶员网上诚
信（信誉）考核等5项高频事项。

我市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5项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生
任学港）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
印发《城乡医疗救助市级统筹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精神，提高
基金统筹层次及抗风险能力，实行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市级统筹管理模
式，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下
发《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呼和浩
特市财政局关于城乡医疗救助基金

实行市级统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旗县区医疗保
障局要严格按照《办法》要求，于10
月 30日前设立城乡医疗救助基金
支出户，已设立的旗县区要进一步
对账户进行核实并报市医疗保障经
办机构备案，确保医疗救助基金安
全运行。各旗县区医疗保障局、财

政局于11月1日起暂停医疗救助资
金支出业务。医疗保障局和财政局
对已划拨到本部门的救助基金进行
对账清算，做到账实相符、账证相
符、账表相符、账账相符，将资金清
算情况报送市医疗保障局，并将结
余资金划归本级财政部门；各旗县
区财政局负责本地区医疗救助资金
的筹集和上解工作，未完成历年本

级财政配套任务的要一并落实。此
次上解基金为旗县区全部医疗救助
历年滚存结余资金（包含历年下拨
的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本级财政配
套补助资金、慈善捐赠资金、利息收
入等所有用于医疗救助的专项资金
结余）。各旗县区医疗保障局、财政
局务必于11月30日前完成城乡医
疗救助基金的上解工作。

我市实行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市级统筹管理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0月 27日下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常培忠不打招呼深入和林县，
检查督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信访工
作。他强调，和林县要采取有力措施，补短板、
堵漏洞，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层层压实疫情防
控责任，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网。

常培忠一行来到和林县盛乐经济园区上
土城村，详细询问该村核酸检测开展情况，了
解村民是否应检尽检及网格员发挥作用情
况。他强调，在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中，要压实
责任，补齐基础工作的短板，切实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做到不漏登、不漏检，应检尽检。

在昭君道社区，常培忠一行详细了解了当
前疫情防控措施及人员配备、摸底排查等工作
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的严峻性，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来抓，做好重点人群管理、物资保障
工作，强化应急处置，全面落实落细各项防控
措施，全力维护群众生命健康。

常培忠一行还听取了和林县疫情防控和
信访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
委、市委及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工作部署，
做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压
实工作责任，做好重点地区第二轮核酸检测
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要合理摆布时间，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好经济社会工作。要
把信访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人民满意的
目标导向，采取过硬措施，化解信访案件，努
力让群众满意。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晓帆陪同检查督导。

常培忠深入和林县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和信访
工作时强调

层层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10 月
27 日晚，呼和浩特市新冠病毒疫
情联防联控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 2021 年第 17 次调度
会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管中心副主任翟晓辉对我
市开展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
作进行专题培训，并对土左旗和
市四区核酸检测准备工作逐一进
行了指导；会议还听取了市疫情
防控现场处置工作专班各工作组
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了
下一步工作。

国家赴呼和浩特市指导工作

专家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
司副司长庄宁和自治区赴呼和浩
特市指导工作专家组组长、自治区
人社厅副厅长徐睿霞到会指导。

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林格尔
新区党工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总指挥贺海东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
严峻形势，把做好我市第二轮大
规模核酸检测工作作为当前最重
要、最紧迫的任务，全力推进，确
保顺利完成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
测，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

进一步完善统一指挥调度体系，
压实责任，充分统筹各部门力量，
发挥社区、网格员管理作用。要
实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摸清待
检测人员底数，做到精准敲门，不
缺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采样
现场的组织引导，避免人群聚集，
加强医疗废物清运，严格落实采
样点感染防控各项要求，确保核
酸检测时没有漏采人员，没有因
现场人群聚集造成疫情传播。同
时，要建立健全采、送、检匹配机

制，避免出现样本滞检或检测能
力闲置。加强重点人群摸排，确
保无盲区不漏一人。要发挥发热
门诊的哨点作用，充分落实预检
分诊制度，做好患者的分诊分流
和风险管控，把好第一道关口。
隔离点要认真按照相关标准，落
实管控措施，全面跟进隔离点的
医学观察、后勤保障、人文关怀、
秩序管控等各项工作，将基础工
作落实落细。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
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有关部
门设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