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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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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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澜大酒店C座
1115号房间

内蒙古职工之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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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职工之家酒店
714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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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
2582信箱

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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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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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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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市委第一轮巡察进驻信息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宣讲团走进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我区制定工程系列快递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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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 苗青）2021年自治
区成人高校招生网上录取工作今日
开始。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温馨提示，请考生密切关注“内蒙古招
生考试信息网”（https：//www.nm.zsks.
cn）2021成考网报志愿专栏和公众微
信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及时获取
招生政策、制度规定和网报安排等，以
免错失录取机会。

据悉，免试生和本、专科填报志愿
安排分别为：免试生12月14日网上填
报志愿，专科起点升本科和高中起点
升本科 12月 15日网上第一次填报志
愿，高中起点升专科12月20日网上第
一次填报志愿。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要求，要认真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工作，新生报到时，招生高校要对《录
取通知书》、身份证、准考证、加分照顾
和免试入学资格证明等材料与《录取
新生名册》、电子档案逐一进行比对核
查，并通过“人证识别”“笔迹核查”等
技术严防冒名顶替。对不符合报考条
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一律按有
关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并将查实的
冒名顶替等违规考生函告自治区教育
招生考试中心，同时严肃倒查追责。
对不能通过学籍电子注册的专升本新
生，必须对考生报名时的最后学历进
行复核，不能提供经教育部审定核准
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相应层次及以上
毕业证书者，由招生学校取消其入学
资格，并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
试中心备案。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
邮政管理局联合制定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工程系列快递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审条件》，为我区通过成人高考、自
学考试、开放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取
得学历的快递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中、高级职称评审打通了通道，让更多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脱颖而出。

自2019年起，我区组织开展了快
递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认定工作，282人
取得快递工程专业技术初级资格，但

和行业4.5万从业人员的规模相比，还
处于“双低”局面（快递工程专业技术
人才占比低，中、高级快递工程专业技
术人数低）。大多数在岗的一线专业
技术人员，因受学历和专业的限制而
无法参加职称认定，成为快递人才发
展通道中的“堵点”。该条件的出台，
为我区规范实施开展快递工程职称评
审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解决了快递
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初
步形成了有利于我区快递工程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发展需求的职称制度体系。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中
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从 12月 15日起
该局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12月 15日至 12月 31日：呼和浩
特 — 北 京 西 K90 次 ，包 头 — 北 京
K264次。12月 16日至 12月 31日：呼
和浩特—西宁 Z311 次，包头—北京
西K1117/6次。12月 16日至 12月 30
日：呼和浩特东—清河 D1002 次、
D1004次、D1014次、D1012次、D1008
次 、D1018 次 ；清 河 — 呼 和 浩 特 东
D1015次、D1005次、D1017次、D1013
次、D1009 次、D1021 次；清河—乌兰
察 布 D1091 次 ；乌 兰 察 布 — 清 河
D1092次；包头—乌海西K7901次；乌
海西—北京 K396 次；包头—大同
K620 次；大同—包头 K619 次；呼和
浩特—西安K1673次；呼和浩特—东
胜西K7907次；东胜西—北京西K574
次；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Z6545 次；
鄂尔多斯—呼和浩特东 Z6546次；鄂
尔多斯—呼和浩特 Z6548次；呼和浩
特东—鄂尔多斯Z6547次；呼和浩特—
乌海西 K7905 次；呼和浩特—临河
K7913 次 ；临 河 — 呼 和 浩 特 K7914
次。12月 16日至 12月 24日：呼和浩
特—乌兰浩特 K2014/1/4 次隔日停

运；呼和浩特—锡林浩特K7920/1次；
锡林浩特—呼和浩特 K7922/19 次。
12月 17日至 12月 25日：乌兰浩特—
呼和浩特K2013/2/3次隔日停运。12
月 17 日至 12 月 20 日、12 月 24 日至
12月 27日：呼和浩特东—清河D1006
次 、D1016 次 ；清 河 — 呼 和 浩 特 东
D1007次、D1019次。12月 17日至 12
月31日：北京—乌海西K395次；北京
西—东胜西 K573 次；西安—呼和浩
特 K1674 次 ；鄂 尔 多 斯 — 乌 海 西
K7924/5 次 ；乌 海 西 — 鄂 尔 多 斯
K7926/3 次 ；乌 海 西 — 呼 和 浩 特
K7906次。12月 21日至 12月 30日：
包头—赤峰南K896/7/6次。12月 26
日至 12 月 30 日：包头—大连 K1566/
7/6 次隔日停运。12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大连—包头 K1565/8/5 次隔日
停运。 1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北京西—呼和浩特K89次；北京—
包头K263次。12月 17日至 2022年 1
月 1日：北京西—包头K1115/8次；西
宁—呼和浩特Z312次。12月18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 ：乌 海 西 — 包 头
K7902 次；东胜西—呼和浩特 K7908
次。12月 23日至 2022年 1月 1日：赤
峰南—包头K895/8/5次。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
治任务，我们要深入领会其中蕴含的
重要思想观点、重要历史经验、重大部
署要求，用于指导首府商务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具体实践，积极推动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市
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说。

李红表示，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
出的争创“三个城市”、打造“四个区域
中心”、推动融入“四大经济圈”、建设

“五宜城市”、培育“六大产业集群”，全

面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内蒙古
确定的战略定位的具体体现，也是实
现自治区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的方
法路径。按照职能分工，市商务局承
担建设“区域现代消费中心”和打造面
向俄蒙欧“对外开放圈”牵头落实任
务，目前这两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

李红在谈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时
说，在“区域现代消费中心”建设上，市
商务局将采取“六大行动”，深入落实
22条具体措施，包括空间布局优化、新
型消费引领、重点品牌培育等，重点推
动王府井奥莱小镇、地铁网红街、金桥

电商产业园提质升级等44个重点项目
落实，充分释放消费潜力。争取利用3
年时间，实现城市商业功能显著提升、
首府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文旅康养消
费稳步发展、消费服务环境持续优化
的目标，基本建设成为立足全区、面向
华北、服务京津冀的区域现代消费中
心城市和“中国北方服务名城”。

据李红介绍，在面向俄蒙欧“对外
开放圈”打造上，市商务局将通过 6个
方面、22项措施、64项具体工作全面推
进，包括常态化开通运行呼和浩特—
二连浩特—莫斯科中欧班列、建立海
外仓、申报呼和浩特进口冰鲜水产品

指定监管场所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等，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培育贸易新
业态、畅通国际经济循环，积极打造面
向俄蒙欧“对外开放圈”，加快构建我
市“东融、西联、南通、北开”全方位开
放发展新格局。

对于我市商务工作的发展，李红
信心满满，她说，我们将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戮力
同心、锐意进取，以坚定的勇气、毅力
和决心，努力实现既定目标，为全力打
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亮丽风景线
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12月13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
宣讲团走进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
行，市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副教授苏
航作主题宣讲。

宣讲中，苏航围绕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以“大道蕴于历史、伟业成于奋
进”为主题，从“深刻认识全会的重大
意义”“深入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

和核心要义”“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动六中全
会精神在内蒙古落地生根”等方面做
了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

宣讲引发了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

分行广大党员干部热烈反响，大家纷纷
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以全会精神为指导，扎实抓
好分行当前各项工作，为推动分行业务
又快又好地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加快构建首府全方位发展新格局
——访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

●本报记者 云艳芳

2021年自治区成人高校招生网上录取工作今日开始

呼和浩特：文明浸润一座城
（上接第1版）
文明像涓涓细流浸润心田
文明，是一个城市的内在灵魂。

如何有效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呼和浩
特从“立规矩”入手，引导群众逐步形
成文明习惯。

“不得随地吐痰、便溺……不得
在市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
吸烟……”如今，在首府，《呼和浩特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成为广大市民熟
知熟记的行为准则。

“文明礼仪、文明旅游、文明餐桌、
文明网络”等文明引导行动，“我们的
节日、志愿服务、德润青城、移风易
俗、诚信建设”等主题活动，“文明村
镇、文明社区、文明行业、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文明网站”等创
建活动……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融入，引导

市民自觉参与，在实践中接受教育、提
高素质，成为城市文明的重要力量。

让每一面墙壁都说话，让每一个
角落都传播文明。在呼和浩特，到处
都能看到包含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应知应会、市民文明公约等
内容的文化长廊。街头巷尾、公园绿
地也都随处可见精心制作的公益广
告、景观小品……

道德模范能够带动一个城市的精
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文明城市的重要
力量。

在呼和浩特，也不缺少这样的力
量：善行无疆、温暖大爱的传播者付兵
兵；烈火英雄、侠肝义胆护群众的巴特
尔；爱岗敬业、“青城鲁班”韩佳彤……

一个榜样，一面旗帜；一群好人，
满城春风。这些身边的道德模范和先

进典型，为首府平添了无限魅力，传递
着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一再拉长的“民生清单”
一大早，家住玉泉区的残障居民

王勇拄起拐杖，扶着单元门前安装的
助残栏杆，顺着通道顺利地走到了小
区院里。“别看小小的助残设施，体现
的是政府的关怀。”王勇深有感触地
说。

文明城市创建，主体在民，根基在
民，血脉在民。多年来，呼和浩特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群众利益，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创建成果，更多享受到创建实惠。

“老小区焕发新活力，我们越住越
舒心。”作为老旧小区，赛罕区春雨小
区一直以来基础设施老化、配套设施
缺损、顶楼漏雨严重等问题长期困扰
居民。随着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这

里的居民彻底从忧居走向了安居。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

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
众扶，是每一个首府市民的幸福梦想，
也是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的施政目
标。

大力推进“接诉即办”，切实让群
众家门口的事有人管、有人办；深入实
施“公办民办同招”“阳光招生”“阳光
分班”，让教育更加公平；强力推进房
地产遗留问题专项治理，25 万户居民
拿到期盼已久的房本……

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
事，不胜枚举，温暖民心。

目前，呼和浩特市民生投入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始终保持在 70%左
右。一再拉长的“民生清单”，不断增
加着市民的幸福感，也成为文明城市
创建最好的注解。

首府财政强化资金保障力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在推进现代优势特

色绿色农牧业发展方面，一是在全区
率先实施奶业振兴计划，不断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安排市本级奶业振兴资
金7000万元，截至目前，已下达各级奶
业振兴资金4314万元，下达饲草基地
建设资金 900万元，下达粮改饲资金
1222万元。二是大力建设城郊果蔬种
植基地，安排市级蔬菜产业发展资金
6900万元，重点扶持设施农业及露地
蔬菜项目区道路、水源工程、喷滴灌布
设工程、水肥一体化等工程，配套进行
栽培技术研究示范推广，初步实现特

色蔬菜规模化种植，逐步提高蔬菜自
给率。三是下达农业产业强镇资金
1000 万元，农业产业化资金 1310 万
元，自治区农业优势品牌建设资金
1250万元，加快推动品质提升、品牌培
育和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业产业融合
发展。四是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全面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下达
秸秆综合试点资金4285万元，废旧地
膜回收利用资金821万元，耕地质量提
升与化肥减量增效资金614万元，草原
生态保护奖励资金382万元等，大力推
进绿色循环优质高效农业发展。

明日起中铁呼和浩特局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索
婧）“快，这里有人身体不适。”12月 9
日下午，导税员一声呼救，打破了玉泉
区税务局驻政务服务局办税服务厅内
忙碌的日常。

原来，一名女子在等候办理业
务时突感身体不适呼吸困难向身边
导税员求助，导税员立刻向办税服
务厅负责人报告，并拨打 120急救电
话，同时帮助其联系家属及同事。
这时，有医护经验的税务干部主动
上前疏散人群，设置隔离带，拿出急

救药箱，帮对方躺下、解开衣领、摘
掉口罩缓解不适。不多时，120 抵
达，女子的家属、同事相继赶到，在
税务干部陪同下，第一时间将其送
往医院救治。与此同时，办税服务
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逐级上报突
发情况。期间，玉泉区税务局分管
局相关负责同志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现场指挥；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做
好解释疏导工作，窗口人员坚守岗
位正常办公，短短几分钟，办税服务
厅又恢复正常办公秩序。

办税群众突感身体不适 税务工作人员及时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