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公共租赁住
房是国家为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群众的安居问题而设立的一项住房
保障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为规范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的居住
秩序，回应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民生
热点问题，严格整治公共租赁住房转
租转借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市住建
局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进一步提高
公共租赁住房专项整治工作力度，及
时发现并严厉打击转租、转借公租房
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排查 31856
户，发现有转租转借行为的 148户，下
发了公共租赁住房限期腾退通知书
148份，目前已清退47户。

5月 16日，记者随市住建局属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惠新苑公租房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对该小区住户进行了例行入
户检查。据工作人员介绍，例行入户
检查主要是核验住户身份（只有申请
人本人和配偶、父母、儿女等直系亲属
才可以居住）、督促大额欠费住户尽快
交费（拖欠承租费六个月以上视为大
额欠费），以及查看房屋的正常使用维
护情况，以避免出现公租房转租转借
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对有违规行为的
住户进行清退，让保障性住房真正发
挥惠民利民的作用。在检查中，工作
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核验，对于家里没
人的住户都在门上留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入户核验是他们日常的一项
重要工作，他们分白班夜班两班入户

核验，以保证做到对每一户的情况了
如指掌。

据了解，市住建局属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作为我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目前共管理 35230套公租房，其中包括
市四区 7个集中新建公租房小区，全市
20个小区中配建有公租房以及 25个小
区中配建有廉租房。针对以上公共租
赁住房，中心下设 7 个公租房管理站
（新城区：塔利公租房管理站、惠新苑
公租房管理站、塞外安居新城公租房
管理站；赛罕区：阳光美居公租房管理
站；玉泉区：祥和苑公租房管理站、康
居家园公租房管理站；回民区：塞外安
康新居公租房管理站），分区分片进行
后期管理与服务。

下一步，市住建局及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将持续加强对公共租赁住房的
专项整治工作，利用大数据信息比对
技术，加强对保障对象家庭房产、收入
等信息的动态核查，确保管理更精
准。通过小区出入口人脸识别门禁系
统等智能化技术手段，对进出小区的
人员进行身份核验，加大排查管控力
度。对疑似转租、转借但无法入户取
证的房屋，通过安装户门报警系统进
行排查管控。同时常态化开展入户检
查，对违规的承租人现场下达限期腾
退通知书，坚决打击公共租赁住房转
租、转借等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住房保
障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使真正有
需求的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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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规范和提升新时代信访工作

●新城区委书记 赵永刚

学习宣传《信访工作条例》

全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
曹思阳出席

我市严厉打击转租转借公租房违规行为
今年已清退47户

本报讯（记者 苗欣）5月17日，呼
和浩特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市专项行动办主任曹思阳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市专项行动办副主任赵希民，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市专项行动办副主任
张晓红出席。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政法单位要
充分认识开展这次专项行动的重要意
义，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自治区会议精
神和市委部署要求，全力以赴、依法严
惩养老诈骗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深
化整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涉诈乱
象问题，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养老
钱”，促进养老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全
力维护首府经济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真正把服务保障首府社会健康发展的
各项举措落实落细。

会议强调，当前我市相关工作已
经进入集中打击整治阶段，各地区要
持续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持续提升群
众对专项行动的知晓率、参与率，在全
社会营造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浓厚氛
围；要抓好线索摸排、线索核查、案件
办理工作，全力做好打击侦办、警示教
育，最大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的经济损
失，在全社会迅速形成严打高压态势，
真正发挥震慑作用；要举一反三，深入
开展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涉诈乱象惩
治行动，坚持分类处置、细化分工、精
准打击，侦破一批要案、严惩一批罪
犯、整治一批乱象，严密防范发生影响
安全稳定、冲击社会底线的事件，用实
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会议还传达了全国、全区关于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规
范新时代信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
规——《信访工作条例》，为深入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
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
步规范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解决好群
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基本遵
循。《条例》的颁布实施，既是对我们党
长期以来领导和开展信访工作的经验
总结，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工
作制度改革的成果展示，更是在新时
代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满足高质量发
展需要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我们
在贯彻落实和具体工作中，要狠抓“三
个坚持”，强化源头预防，夯实基层基
础，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化解机制，解
民情、聚民意、保民利、暖民心，以扎实
的工作开创新时代信访工作新局面。

一、夯实思想基础、坚持党对信访
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信访工
作的最高原则、最大优势，也是信访工
作政治性的鲜明体现。《条例》总则部

分着重阐述了信访工作的地位作用、
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明确了新时代
信访工作的总纲领和总要求。我们要
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信访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信访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二、提升宗旨意识、坚持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

《条例》明确，信访工作是党的群
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
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
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机关、单
位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接受群众
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要
做好信访工作，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党和政府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充分发挥信访工作
作为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
作用，要畅通信访渠道，将“送上门来
的群众工作”做好，将群众愿望和诉求
摸清，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解决好，
进一步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将解决
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信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
信访工作更有“温度”，来访群众更具
满意度。

三、强化系统推进、坚持完善新时
代信访工作体制机制

《条例》要求，“构建党委统一领
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
信访工作格局”。因此要不断强化党
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和信访部门承上启下、协调
左右、督促检查、推动落实的作用，形
成各方齐抓共管、全力化解矛盾的合

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
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
综合机制，强化区、镇（街道）、村居三
级基层矛盾化解调处中心作用，让“小
矛盾不出村（社区）、大矛盾不出区”，
变“ 上 访 ”为“ 主 动 下 访 ”“ 积 极 约
访”。通过推进区级领导包案，全力提
升 12345 接诉即办问题处置率、深入
开展重复信访治理、推进信访积案专
项化解，全力遏住信访矛盾的源头。
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
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按照

“诉求合理的问题解决到位、诉求无理
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
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的
要求，多措并举化解矛盾纠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坚决
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扛起信访工
作的政治责任，满怀为民情怀，将信
访工作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进
一步提高信访工作能力和水平，才能
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扎
实有效的工作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为全面贯彻
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关于集中治理
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交易化问题的部
署要求，托克托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在职党员干部积极响应，通过“三个
结合”深入开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专题教育，并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
集中治理全过程，推动集中治理走深
走实。

专题学习与效果测试相结合，增
强向心力。托克托县采取个人自主
学、集体研讨学、专家辅导学、学习成
果测试“三学一测试”的方式，推动专
题教育入心入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论述、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自治区党委关于宋亮严重违纪
违法案以案促改三个专题编印了《学
习手册》，共印发 450份，引导党员干部

积极主动进行个人自学。县处级领导
班子和科级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深入开展学习研讨，普通党员通
过“三会一课”、讲党课的方式集中学
习交流。目前，全县共开展专题学习
327次、专题研讨 67次。并围绕三个专
题学习进行一次学习效果测试，全面
检验党员干部学习成效，营造比学赶
超的浓厚学习氛围，进一步增强党员
干部党性修养。

正面引领与反面典型相结合，突
出感召力。托克托县通过“正反结
合”，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以
正面为镜，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干部队伍，实现全覆盖通报党内政治

生活庸俗化交易化问题清单，并要求
广大在职党员干部对照问题清单十一
项内容进行自查，找准找实“问题症
结”，并“对症下药”。同时，2519名在
职党员干部签订了“十一严禁”承诺
书，充分展现集中治理的坚定决心和
责任担当。以反面为戒，时刻紧绷廉
洁之弦。通过观看本土典型案例拍摄
制作的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人身边事
让党员干部受警醒、存戒惧、明底线，
并结合观看《致命的决口》《零容忍》《围
猎·行贿者说》等专题警示教育片敲响

“警钟”，让“围猎”无机可乘。截至目前，
共开展警示教育95次。

专项督导与舆论宣传相结合，提

高免疫力。为确保集中治理工作有效
推进，托克托县整合组织部门和纪检
部门力量，成立了四个督导组，按照

“每周一次调度、半月一次报告、每月
一次督查”的“三个一”工作模式，对各
部门、各单位专题学习、研讨、警示教
育、承诺践诺、自查自纠等环节进行督
促检查，将发现的集中治理党内政治
生活庸俗化交易化问题由纪委监委依
规依纪处理，促使集中治理落地见
效。统筹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县融
媒体中心理论宣传、新闻宣传、网上宣
传力量，依托“活力托克托”“云中先
锋”“云中之声”等平台，对全县集中治
理成效进行广泛宣传，营造集中整饬
党风、净化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的
强大正面宣传声势，警醒广大党员干
部保持信念坚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色。

托克托县：持续做好“结合文章”推动集中治理走深走实

5 月 17 日，由
市卫健委主办，市
疾控中心承办的
2022 年 全 民 营 养
周暨 5·20 中国学
生营养日启动仪
式举行。

活动中，主办
方邀请相关专家为
市民进行义诊体
检，并在饮食上给
予专业的指导。

■本报记者
梁婧姝 摄

经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
对以下17名拟任干部进行公示。

一、公示名单
张志宇，男，回族，1974年 7月

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玉泉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部门主
持日常工作的副职。

栾世强，男，汉族，1970年11月
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
回民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
市直部门正职。

伊德尔，男，蒙古族，1982年10
月生，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
现任内蒙古国有金融资本运营评价
中心二级调研员，拟任市直部门正
职。

张蕾，女，汉族，1975年1月生，
内蒙古党校研究生，医学学士，主任
医师，中共党员，现任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市直部
门正职。

张国富，男，汉族，1974年 7月
生，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拟任市直部门正职。

苏君，男，蒙古族，1979年 8月
生，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拟任市委
直属事业单位正职。

郝铁钧，男，汉族，1975年 6月
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
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
长，拟任市群团机关正职。

王铭，男，汉族，1970 年 11 月
生，内蒙古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
任托克托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拟提名为旗县区政协主席候选人。

图木，男，蒙古族，1976年 5月
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
托克托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拟任旗县区党委副书记。

张晓东，男，汉族，1985年 9月
生，内蒙古党校研究生，工学学士，中
共党员，现任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拟任旗县区党委副职。

李海鹰，男，回族，1970年 5月
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
回民区政府副处级干部，拟任旗县

区党委副职。
李锐亨，男，汉族，1978年10月

生，研究生，法学博士，高级教师，中
共党员，现任回民区副区长，拟任旗
县区党委副职。

任杰，男，汉族，1981年9月生，
大学，工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拟任旗县区党委副职。

阿荣，女，蒙古族，1982年 6月
生，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
任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拟任旗县区党委副职。

张杰，男，汉族，1977年2月生，
大专，中共党员，现任武川县可镇党
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旗
县区政府副职人选。

齐泽恩，男，汉族，1974年12月
生，大学，工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
回民区光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党
群服务中心主任，拟任旗县区党委
副职。

庞俊，女，汉族，1974年6月生，
大专，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
任新城区迎新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拟任旗县区党
委副职。

二、公示时间
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5月24日。
三、受理方式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访、来函、

电话等形式反映上述公示对象的有
关情况和问题。反映问题要实事求
是，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对
所反映的问题请提供可供调查的证
明人以及其它有关线索。我们对反
映问题者以及所反映的问题将严格
保密。

受理办公室设在呼和浩特市党
政机关办公楼717房间。

受理时间：工作日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7∶00

受理电话：12380—2—1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
2022年5月17日

关于对拟任干部进行公示的公告

在市域治理提升中不断“蝶变”的金川
（上接第1版）“这是我从小生长

的地方，我觉得最近金川区域的变化
还是很大的，路不堵了，环境卫生也
得到了极大改善……”家住金浩区域
服务中心的居民马先生开心地分享
着他身边关于金川区域的点滴变化。

为进一步美化金川区域环境，丰
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土左旗立足实
际，本着“见缝插绿”、方便居民的原
则，利用居住区附近周边的裸露地、
边角地、废弃地等地块规划建设乐
途、乐享、自由里、桃园口等 4 个口袋
公园，满足居民休闲、健身、娱乐的需
求，让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能够开门见
绿、推门入园。

在金川区域生活的居民群众还有
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金川区域内
的路变宽了、车停齐了，一切都变得

井然有序起来。
以前部分路存在随意停车的现

象，部分区域内有大量三、四轮电动
车非法上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
成了金川区域内交通混乱的现象，也
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了规范车辆停放，保障道路通
行安全、畅通，土左旗交管大队在金
川区域内分阶段分层次开展交通违
法专项整治行动。首先是对电动三、
四轮车开展专项整治，从 4 月 30 日—
5 月 2 日，土左旗交管大队对于三、四
轮电动车违法行为采取教育为主，在
金川辖区发放专项治理通告宣传单，
提前对无牌无证电动车（老年代步
车）驾驶人进行告知。5月 6日开始对
无牌无证的电动三、四轮车上路行驶
的，一律依法给予扣留；其次是对金

海路沿线重点位置乱停乱放现象进
行整治，包括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人
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行为，同
时在道路沿线规划停车位和标示标
线。当前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为金川区域群众出行创造了
良好的交通环境。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
稳定

土左旗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作为
提升金川区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坚持“三步走”，即早听一步、早想一
步、早干一步，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消除在萌芽，有效发挥第一
道防线作用，维护金川区域的持续平
稳，助推法治化建设。

以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为出发
点，在居民小区设置群众意见箱，一

周一查看，主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并
以张贴公告、微信群告知等方式向居
民公布包联社区领导及辖区各社区
书记联系方式，结合网格员定期上
门走访机制，第一时间收集社情民
意，第一时间回应民生诉求，第一时
间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同时，通过
设立矛盾纠纷化解联合服务中心，
切实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
延伸。

金川区域金海党群服务中心成立
“接诉即办”领导小组，按照响应—受
理—下派—处理—回访—反馈的 6级
工作机制，通过上下联动，推动市民
服务热线向更高水平推进，通过开展

“便民服务春风行动”及“未诉先办”
等服务，确保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
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1条花季旅游线路带您赏呼和浩特芬芳美景
（上接第1版）9、“海红香飘黄河

岸 齐声共唱黄河谣”——清水河县海
红果采摘游（4月、9月）

线路：清水河县老牛湾镇冰棠
庄园——清水河县海红果基地——
老牛湾黄河大峡谷

10、黄河畔上赏鲜花，葡萄枝满
蜜心田——托克托县赏花、葡萄采摘
活动

11、自由休闲赏花游
（1）桃花（3月—5月）
线路：青城公园——满都海公

园——公主府公园——乌兰夫纪念
馆——青城地铁沿线绿化景观带

（2）李子花（3月—5月）

线路：新城区坡底村——新城区
红山口村——赛罕区石人湾湿地公
园周围山丘——土默特左旗毕克齐
镇

（3）扁桃花（5月）
线路：大青山全境
（4）山丹花（6月—8月）
线路：蒙草草博园——小井沟及

大青山其他沟谷
（5）荷花（7月—9月）
线路：青城公园——满都海公

园——哈素海
（6）格桑花（7月—9月）
线路：青城公园——满都海公

园——哈拉沁生态公园及大青山前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