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市残联：

在“干”字上见实效 在“新”字上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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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党日活动走“新”更走心

努力成为首府高质量发展的南引擎
——专访和林县委书记李六小

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 苗欣）11月 25日，
由自治区社会科学学术中心与市乡
村振兴局主办，内蒙古北方城乡发展
研究院和内蒙古北疆领航产教融合
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呼和浩特市乡村
振兴研讨会举行。

研讨会上，清水河县、土左旗、和
林县、托县乡村振兴工作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交流发言。自治区社会科学
界四位专家学者从专业的角度，结合
自身多年工作实践经验，提出建设性

意见，共同为首府乡村振兴发展献计
献策。

会议指出，乡村振兴是继脱贫攻
坚任务完成之后国家推进的一项战
略任务，并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强有力措
施有序推进。我市各部门将共同发
力，主动作为，为推动首府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共同谱写新时代乡
村振兴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11 月 25
日，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第五次代
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
协会新一届主席团和理事会，庆胜
当选新一届呼和浩特市作协主席。

据了解，市作家协会目前已发
展会员 200 余人，创作出版了超过
100 部文学作品，通过线上线下多
种 形 式 培 训 会 员 1000 多 人 次 ，积
极组织会员深入全市 9 个旗县区
开展文学采风、专题创作、读书会
等活动，积极为会员召开作品研讨
会、推介会，帮助会员扩大作品影
响力，出版了长达 110 万字涵盖呼
和浩特市百年文学史的《呼和浩特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了《呼和浩特

与中国电影》，编辑出版了《岁月如
歌——呼和浩特市文联庆祝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征 文 集
萃》，出版了《小康之路——呼和浩
特市脱贫攻坚报告文学集》。市作
协积极推荐优秀文学作品参加各
级文学类奖项评选，《排毒胶囊》

《消失的家园》《走进最后的驼村》
等多部（篇）图书、作品获得自治区

“索龙嘎”文学奖，《土默川情仇》
《三娘子的五色草原》《绝牲》《走
进 最 后 的 驼 村》获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五个一工程”奖，《青城风物过眼
录》《宁胡阏氏王昭君》《福姥姥》
等二十余部图书获呼和浩特市“五
个一工程”奖。

本报讯（记 者 王 中 宙）11 月
25 日 ，呼 和 浩 特 市 诗 词 学 会 第 二
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产
生 了 新 一 届 主 席 团 和 理 事 会 ，蒋
静当选新一届呼和浩特市诗词学
会主席。

据 了 解 ，市 诗 词 学 会 成 立 以
来，在弘扬时代主旋律、引领先进
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市诗词学会共有会员 70 余人，学
会挂牌诗歌创作基地 1 个，通过举
办学术讲座、新书发布会、作品研
讨会、读者见面会、作品赏读会等
活 动 ，为 首 府 文 学 创 作 增 加 了 活

力。连续举办了三届华语诗歌春
晚（呼和浩特分会场），组织承办了
以“不忘初心忆峥嵘岁月，牢记使
命谱青城华章”“爱我青城 奉献首
府”为主题的征文、朗诵会及诗集

《蓝色的库库和屯》作品研讨会等
活动。诗词学会会员创作的《站在
高原的脊背上》（组诗）、《金黄色
的疼痛》（外一首）、《女人和她的
马》获 自 治 区“ 索 龙 嘎 ”文 学 奖 ，

《天山上的军嫂》荣获第二届“中国
情”诗歌散文大赛金奖，会员作品
多次在《草原》《扬子江》《诗刊》等
期刊杂志上发表。

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呼和浩特市诗词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呼和浩特市乡村振兴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苗欣）日前，市残
联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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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精神
上来。一是要在“学”字上下功夫，
第一时间学习，第一时间行动，深入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全会

的重要历史意义，用心体会“十个坚
持”的历史经验，迅速掀起学习热
潮；二是要在“干”字上见实效，要结
合残联工作实际，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勇于担当的精神，认真谋划好
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切
实推进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各项工
作取得实效；三是要在“新”字上求
突破，要创新工作思路，扎实推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走
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近日，市妇
联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暨妇联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

会议要求，各级妇联要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上来。市妇联承担着引领
广大妇女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
不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下一步，市

妇联将找准妇联组织参与和服务中心
工作的结合点，团结动员首府广大妇
女积极投身“创新创业”“乡村振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巾帼行动，引
导妇女群众自觉把个人理想、家庭幸
福、事业发展与共筑“中国梦”的历史
使命结合起来，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
加豪迈的自信、更加务实的态度为全
面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区域
中心城市，打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
亮丽风景线贡献巾帼力量。

市妇联：

凝聚巾帼力量 助力首府高质量发展

“和林县把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先后召开
干部大会 2 次、各级党委（党组）会 21
次、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 1次、专题
宣讲会 5次、专题工作推进会 4次进行
传达学习，并制定了分工方案，全力抓
好落地落实。”日前，和林县委书记李六
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李六小说，和林县将与呼和浩特市同
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要立
足科技创新平台，紧抓新机场建设机遇，
聚焦绿色食品加工等重点产业，对临空经
济区进行功能定位和规划设计，建设一批
综合类、商品销售类、消费服务类、跨境贸
易类电商平台和冷链仓储大数据平台，同
时全面发展休闲旅游新业态。

“和林县将紧紧抓住首府向南发展
的大趋势，推进公共资源与市区和周边
旗县共享。”李六小说，和林县正在谋划

建设联通周边旗县的产业线路，点状布
局养殖业、草种业等相关产业，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要一体
规划、统筹推进宝贝河景观提升、石咀子
水库风貌改造等工程，打造“宜游”“宜
居”县城；切实改善政务服务环境和质
量，以“店小二”精神做好企业服务保障，
打造“宜业”县城；开展校地合作，与内蒙
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艺术学院深度合作，
深化乌兰牧骑与内蒙古艺术学院在人
才培养、文艺作品创作展演等方面合作，
不断提升全县素质教育和艺术教育整
体质量，打造“宜学”县城；与多家自治区
级三甲医院探索合作机制，对接北京龙
福医院，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机构，探索

“党建+颐养”模式，打造“宜养”县城。

李六小说，和林县要围绕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明确的“和林县要重点发展乳
肉制品、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目标要
求，坚持“种养加销”一体化发展，加快
延链补链强链，不断做大做强牛、羊、
猪、草四大产业链，以蒙牛中国乳业产
业园建设为引领，打造从上游的牧场建
设、饲草种植到中游的生产加工，再到
下游的产品研发销售乳业全产业链条，
加快建设优质奶源牧场基地，确保到

“十四五”期末奶牛存栏达到 20万头，
依托侩牛等养殖公司，建设规模化肉牛
养殖场，确保到“十四五”期末肉牛存栏
达到 10万头；打造以盛建为引领的羊
产业链，通过种羊引调等多种途径和办
法，力争到2024年末，奶山羊存栏达到

50万只，年产鲜奶15万吨以上，年喷粉
5 万吨；打造以正大为代表的猪产业
链，实现从绿色种植、饲料加工、生猪养
殖、屠宰加工到冷链物流、绿色食品专
营连锁销售各环节全面发展，确保单班
150万头屠宰加工厂12月份投产，明年
年出栏100万头的养殖场开工建设，全
县养殖规模达到150万头；打造以蒙草
为依托的草产业链，建设集中连片规模
化苜蓿、玉米、燕麦草等优质饲草基地，
研制营养草、配方草，同步建设草畜交
易平台和牧草银行。

李六小介绍说，今年和林县实施重
点项目 145个，蒙牛八期、正大屠宰加
工等重大项目可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同时，谋划储备 2022年政府投资
项目 64个、企业投资项目 43个。“和林
县将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努力成为首府高质量发展的南引擎。”
李六小说。 （李海珍）

我区2022年高考艺术类专业统考
考试地点确定

本报讯（记者 苗青）11月 25日，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获
悉，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考笔试将于
2021年 12月 12日进行，音乐类专业
统考面试将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开
始，艺术类专业统考考试地点也已确
定。

据了解，美术类专业统考由考
点所在盟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负责
组织实施。美术类专业统考分别在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
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锡
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
和巴彦淖尔市 11 个盟市设立考点，
考生在报名地点所属盟市（阿拉善
盟考生在乌海市）参加美术类专业
统考。

音乐类专业统考笔试由考点所
在盟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
实施。音乐类专业统考笔试分别在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
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锡
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
和巴彦淖尔市11个盟市设立考点，考
生在报名地点所属盟市（阿拉善盟考
生在乌海市）参加音乐类专业统考笔
试。

音乐类专业统考面试考点设在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类考生均在
内蒙古师范大学考点参加面试，面
试的组织管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
负责。

编导类专业统考考点设在内蒙
古大学，考试的组织管理由内蒙古大
学负责。

首府：脱贫攻坚成色足 乡村振兴步履坚
（上接第1版）改造和提升农村电网
791 个 村 ，安 装 广 播 电 视 户 户 通
86991户、建设数字电视覆盖站（点）
83个、安装广播村村响 1832套，建设
和改造农村校舍 62所、20万平方米，
建设和改造标准化卫生室 746个，建
设和改造文化活动室 945个，新建农
村商品配送中心 7个，申报 5个国家
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成
5 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5 个县
级物流仓储中心、231个乡村电商服
务站，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网络基本
形成，还新建和改造便民连锁超市
969个。

……
一组组数字令人振奋，首府脱

贫攻坚战硕果累累。在此基础上，
我市还制定防止返贫致贫工作实施
办法，统筹打造医疗保障、社会保
障、社会救助等政策服务体系，搭建
集“数据稽核、分析研判、预警监测”
为一体的脱贫攻坚大数据信息平
台，建立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救助
两项机制，采取对已脱贫户“专项监
测”、对边缘户和脱贫监测户“重点
监测”、对一般农户进行“日常监测”

等“三种监测方式”，探索防返贫致
贫工作基金、政策配套保险运行模
式，构建形成较为完善的防返贫致
贫工作机制。

今年以来，市乡村振兴局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系统建
设和推进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和要求，建立健全防止返
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将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作为首要任务，压茬推进“四个不
摘”，坚决守牢守好“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

下一步，我市将根据当前工作实
际，围绕1个中心（以巩固脱贫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中心），做到2个
提升（脱贫人口收入提升、乡村建设
和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抓好4项
工作（特色产业、消费帮扶、人居环
境、乡村善治）。

首府乡村振兴蓝图已绘就，乡村
振兴步伐将全面提速，首府群众将在
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

组别

市委第一巡察组
（涉粮问题专项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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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王雁麟

贺 莉

宋 晨

郭颖婕

彭 军

被巡察单位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市属8个基层粮库

旗县区涉粮有关单位

市农牧局

市科学技术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大数据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乡村振兴局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商务局

呼和浩特市城市燃气热力集团

接访地点

兴泰名都酒店11楼
1109房间

乌澜大酒店C座
1115号房间

内蒙古职工之家酒店
606房间

内蒙古职工之家酒店
714房间

内蒙古职工之家酒店
830房间

值班电话

0471-3292484

0471-3240032

0471-5109520

13238427604

0471-5109609

邮政信箱

呼和浩特市
2581信箱

呼和浩特市
2582信箱

呼和浩特市
2583信箱

呼和浩特市
2584信箱

呼和浩特市
2585信箱

电子信箱

hhhtdylxc001@163.com

hhhtdylxc002@163.com

hhhtdylxc003@163.com

hhhtdylxc004@163.com

hhhtdylxc005@163.com

十三届市委第一轮巡察进驻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1月 25日，
由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内蒙古龙源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玉泉区康乐社区联合
开展的“民族团结·和谐发展·创城有
我”主题党日活动在我市举办。

活动中，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
记杨军为与会人员讲授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党课”；市委直属机
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为包联社区康乐社区
少数民族困难居民代表、困难党员送上了

慰问品，内蒙古龙源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为困难居民送上了慰问品。市直机关乌
兰牧骑小分队演职人员为参会人员和社

区居民带来了民族团结慰问演出。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充分体现首

府机关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
结一家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公租房承租人务必于本月底前办理入住手续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1月 23日，

市住建局属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发布关
于限期办理公共租赁住房入住手续的
公告。据了解，今年 9月 1日首府开始
为今年公开摇号配租的承租人办理入
住手续，但截至目前仍有部分承租人因
联系方式改变、有误、多次联系未果等
原因未办理入住手续。为保证政府有
限的住房保障资源惠及急需住房的家

庭，希望承租人在 11月 30日前与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联系，尽快办理入住手
续。

对于逾期不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
租住资格，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将不再为
其办理入住手续。因此所产生的后果
由配租承租人本人自行承担。

另外，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近期发
现个别中介机构告知市民前往我市公

租房小区服务站办理公租房入住手
续，同时有人在微信等公众平台上发
布、传播有关办理公租房入住手续的
不实信息，并诱导广大市民进行非正
规途径承租公租房。此类虚假信息的
内容违背了我市公租房申请条件及正
常办理入住手续流程，属于非法谣传
信息。

市住建局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按

照《呼和浩特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和《呼和浩特市公共租赁住房出售
管理办法》中申请条件和申请流程申
请、办理、购买公共租赁住房，任何非官
方渠道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的行为均为
非法行为。一经发现，市住建局将联合
纪检、公安等部门针对非法行为采取有
力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并将有关责任人
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