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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12月 2
日，呼和浩特市首届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举行。

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共
同主办。自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
全市各旗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各志愿服务组织申报
的93个参赛项目，经专家评委认真
初审，内蒙古芸公益协会、内蒙古
爱心之家公益协会、呼和浩特市融
爱助残服务中心、玉泉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等社会组织申报的 20
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路演。

本次决赛邀请了自治区、呼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领域的
专家进行点评打分。决赛选手通

过 PPT 路演介绍项目基本情况和
特色亮点，评委就项目的创新性和
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提问，由选手
现场解答。经过现场路演和评委
打分等环节的激烈角逐，评选出大
赛金奖项目 1个、银奖项目 3个、铜
奖项目 10 个、优秀项目 6 个。最
终，土左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跑腿腿”志愿服务项目获得大赛
金奖。

据悉，赛后，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将对获奖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市志愿者联合会将跟踪每个项目的
实施情况，做好支持保障，形成工作
合力，支持优秀项目扩大实施范围
和受益面，并积极推荐优秀项目参
加全国、全区志愿服务项目评选。

十三届市委第一轮巡察完成进驻
11月25日，十三届市委第一轮巡

察完成进驻工作。
根据市委关于巡察工作统一安

排，本轮巡察派出 1个专项巡察组对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粮油收储有
限公司、市属 8个基层粮库等单位党
组织开展涉粮问题专项巡察，统筹对
9个旗县区涉粮单位开展巡察；派出4
个常规巡察组对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牧局、市
科学技术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商务

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大数据局、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呼和浩特市城市
燃气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等 12个单位
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

各被巡察党组织召开巡察进驻
动员会。会前，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参加与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
责人见面沟通会，传达了自治区党委
常委、市委书记包钢同志在全市巡察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各巡察组组
长通报巡察任务。会上，市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作动员讲话，各巡察

组组长就开展巡察工作提出要求。
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
表态发言。

根据工作安排，市委巡察组现场
巡察时间为40天，巡察期间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等。
巡察组受理信访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2 月 30 日 18∶00。根据巡视工作条
例及相关规定，涉粮问题专项巡察组
主要受理粮食购销领域的相关问题
反映，重点是党员干部涉粮方面的违
纪违法问题；常规巡察组主要受理常

规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以及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来电来信来
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对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巡察党组织和有关
部门处理。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通过来电、来
信、来访等方式向巡察组实事求是地
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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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府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专访赛罕区委书记付金在

●本报记者 苗欣

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全民阅读月系列活动启动

《天使出征——内蒙古援鄂医疗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新书首发
本报讯（记者 苗青）12 月 1 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内蒙
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广播电视台、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
术联合会主办的“美好阅读从心出
发”全民阅读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天使出征——内蒙古援鄂医疗
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新书首
发式在呼和浩特市图书馆举行。

启动仪式上，《天使出征——内
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纪实》作者刘春分享了随行报道时
在抗疫一线记录的大量感人故事以
及创作初衷、过程和写作心得等。
援鄂医疗队护士代表回忆了内蒙古
医疗队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

生的医者情怀。读者代表朗诵了书
中部分章节，再现了抗疫过程中令
人动容的画面，展现了医疗队队员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
阐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
精神。

通过此次活动，一方面以纸质
书籍出版的方式将感动和记忆定
格在那个特殊时期，提醒读者珍惜
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引领全民凝
聚抗疫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另一
方面通过全民阅读月，扩大市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推动全民
阅读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取得
实效。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市工商联：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切实服务好民营企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宣讲团走进新城区古路板村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记者近日

了解到，自治区总工会联合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科学技术厅、广播电视台面向
全区各行各业职工，聚焦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开
展了第五届“北疆工匠”选树活动。
市总工会推荐的三人入围“北疆工
匠”候选人。

据悉，我市入围的三位“北疆工
匠”候选人为：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
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副主任

林显超，内蒙古赛科星集团种业系统
生产中心主任丁瑞，内蒙古蒙草生态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数据
官王保林。

据悉，根据《关于选树第五届北
疆工匠的通知》要求，在具体实施
中，分为宣传发动、推荐申报、线上
评审、集中评审、点赞、面试答辩、考
察、确定人选、发布 9 个阶段。目
前，集中评审阶段已结束，我区已经
确定了 30 名第五届“北疆工匠”候
选人。

呼和浩特市三人入围“北疆工匠”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2月 2
日，市公交总公司举办了“爱公交
人树公交魂”宣讲会。

宣讲会上，来自三分公司的苏
日娅介绍了她和“苏日娅创新工作
室”40名成员共同开展志愿服务、
扶老携幼的先进事迹；四分公司驾
驶员刘海燕冲锋在前，主动申请到
社区参加防疫工作；二分公司驾驶
员包银花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践
行共产党人的宗旨；保修厂职工辛
明亮刻苦钻研技术，勤学苦练、大
胆尝试、勇于创新……参加宣讲的
16 名公交人用他们的感人故事，
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干一行爱一
行”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市公交总公司举办
了最美公交人评比活动，同时向
国家级、自治区、市级推荐评选
先进典型，在全公司形成了学先
进、做模范，讲文明、有道德，“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比学赶超
良好工作氛围，为圆满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驾驶
员刘海燕被中央宣传部评为第四
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自治区
优秀共产党员，驾驶员云海珍、
康宏伟被交通部评为最美公交司
机，修理工杨文乐被评为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驾驶员程鹏军、苏
日娅分别被评为自治区、呼市劳
动模范等。

伊利荣获全国质量奖
为乳业唯一获奖者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12 月 2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市宣讲团走进新城区古路板
村，市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政治理
论教研室教师、讲师李言作主题宣
讲报告。

李言以《大道蕴于历史 伟业成于

奋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解读》为题，聚焦宣讲主题，理论联系
实际，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阐释解读了全会精神。宣讲
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契合基层实
际，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村民准确把

握全会精神实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

大家一致表示，通过聆听宣讲报

告，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
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开展
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奋勇
争先、真抓实干，为首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2月2日，
“第十九届全国质量奖”在京颁发，伊
利摘得桂冠，为乳业唯一获奖者。

全国质量奖是对实施卓越的质
量管理，并在质量、经济、社会效益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组织授予
的在质量方面的最高荣誉。伊利
此次摘得全国质量奖，是继今年 9
月蝉联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后半年
内再次获得的质量领域权威奖项，

是国家、行业对“伊利即品质”的高
度认可。

作为健康领域的龙头企业，多年
来，伊利主动落实市场主体责任，积
极开展高质量发展行动，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伊利坚持“伊利即品质”
的信条，视品质如生命，倡导“人人都
是品质创造者”，打造了强有力的品
质文化，不断增强员工品质意识，持
续为高品质发展筑基。

“爱公交人树公交魂”宣讲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近日，市工
商联组织召开直属商协会、重点企业
代表集中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会议。

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
刻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

义，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切实
肩负起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商联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切实服务好民
营企业。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不
懈奋进的力量，深刻领会、全面把握我

们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伟大意义
和伟大经验，坚定不移跟党走，以鲜明
的态度、务实的行动、高效的工作把全
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埋头
苦干，创新发展，推动工商联工作高质
量发展。

“赛罕区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十一次
党代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勇担
使命、开拓奋进、奋发有为、争先进位，
为首府走在前、作表率，率先实现高质
量发展贡献赛罕力量。”赛罕区委书记
付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付金在介绍，赛罕区是自治区常住
人口最多的旗县区，也是一、二、三产业
全面发展的首府中心城区。赛罕区将
结合实际、找准定位、突出重点、真抓实
干，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聚焦乡村
振兴，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围绕特色
农业提质增效。要做强做大光伏及半
导体和硅材料产业集群，努力打造高端
化、低碳化、多元化、全链条产业园，实
现集中、集聚、集约发展。打造千亿级
中环产业城，以中环产业园为基础，对
标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等
国内高端工业园区模式规划建设，实现

产业升级、配套设施升级、服务功能升
级。要做强做大现代化工产业集群，以
金桥开发区已有的三家化工企业为载
体，打造以石油化工和化学新材料为主
导的产业集聚示范区。要聚焦服务业
发展，打造核心行政商务区、电子商务
示范区、大学生双创示范区，通过提供
创业空间、金融服务、人才公寓、发放租
房补贴、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措施，
吸纳大学生留在赛罕区就业创业，使赛
罕区三年内实现常住人口过百万，助力
全市人口尽快突破四百万。要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有针对
性地制定招商地图，实施点对点招商，
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科技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的高端产业项目。

付金在说，与此同时，赛罕区要抓
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自治区第十
一次党代会提出，支持首府提升城市功
能，优化发展环境，率先实现高质量发
展。因此，赛罕区规划要高起点、建设
要高标准、管理要高水平地实施城市更
新，2022年赛罕区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75个，并有序推进清洁取暖，持续推进城
边村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工程，打
造精细化管理、智慧化治理示范区。针
对市民“出行难”，解决好“一路一车”问
题，路就是打通断头路、微循环，车就是
建设停车场、停车楼，实施智慧停车。

付金在说，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中，赛罕区要突出“一教一医”，建设
优医优教幸福城区，从 2022年起三年

再建成 14所中小学，实现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明年建成运营投资4亿元的赛
罕区医院，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突出“一老一
小”，关注人口老龄化，每个社区建设
一个为老服务中心；从 2022年起三年
再建 10所公办幼儿园，推进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

付金在表示，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
大政绩，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让广
大党员、干部在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中
更好地干事创业，让各族人民群众在海
晏河清的政治生态里对我们党更加充
满信心信任。

“赛罕区将着眼大局大势，强化战
略引领、突出问题导向，精心精细谋划
好全区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压实责
任，确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付金在信
心十足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