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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十三届市委第二轮巡察
完成进驻。

根据市委关于巡察工作统一安
排，本轮巡察派出 6 个常规巡察组对
市民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局、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市园林
建设服务中心、市水务局、市民族事务
委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
信访局、市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心、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含各市直属医院）等 11 个单位党组
织开展常规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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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宝力高同志和包晓明同志参加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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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钢同志在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第
一轮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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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即将开展
的巡察工作作了动员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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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态

发言。
据悉，市委巡察组现场巡察时间

为60天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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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9
日 18 时。根据巡视工作条例及相关
规定，巡察组主要受理市民政局、市公
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市土地收购
储备交易中心、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
市水务局、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信访局、市接诉
即办指挥调度中心、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含各市直属医
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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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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市委第一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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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第六巡察组

组 长

王雁麟

张秀枝

郝晓东

王佳宁

马坤

吴红莲

被巡察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含各市直属医院）

市信访局

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

市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心

市水务局

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接访地点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1209室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1205室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1217室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1221室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810室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815室

赛罕区腾飞南路如意大厦A座822室

值班电话

0471-4603059
0471-4603392
0471—4120139
0471—3956816
0471-4602262

0471-4605031

0471-460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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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2586信箱

电子信箱

dierlun13020001@163.com
dierlun1302002@163.com

dierlun1302003@163.com

dierlun1302004@163.com

dierlun13020005@163.com

dierlun1302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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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措并举守牢水务安全底线 呼和浩特市第七次
律师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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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持续开展“助保贷”融资业务
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截至 7月底，共为87户企业融资4.7亿元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 通讯员
刘璐）今年，市工信局持续扩大“助保
贷”融资规模，充分发挥“助保贷”融资
救济纾困、“雪中送炭”效应，及时解决
企业融资需求、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截至 7 月底，我市“助保贷”融资业务
共为 87 户企业融资 4.7 亿元，助力中
小企业渡过难关。

目前，我市“助保贷”融资业务
已累计为 644 家中小企业融资 34.91

亿元，风险补偿金放大倍数达 14.36
倍，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约 6800 余
万元。

下一步，市工信局将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降低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提高中小微企业金融
可获得性，全力以赴稳企业、保就业，
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全市中小企业
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苗欣）8 月 5 日上
午，呼和浩特市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
召开。

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张瑞和，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张 仲 东 ，副
市 长 、市 公 安 局 局 长 李 军 参 加 会
议。

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及各省
市律师协会向大会发来贺信贺电。
大会对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等 10
家律师事务所和李鹏等 10 名律师进

行了表彰，分别授予“呼和浩特市优
秀律师事务所”和“呼和浩特市优秀
律师”荣誉称号。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我市共
有律师事务所 139 家，执业律师 1807
人。四年来，全市律师办理各类法
律事务 15.5 万件，为推动首府依法
治市作出了积极贡献。

市政法各部门、市委政府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各旗县区司法局负
责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

6至8日我市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水
对缓解前期旱情有利，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

本报讯（记者 苗青）受冷空气和
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 8 月 6 至 8
日，我市将出现中到大雨，南部部分地
区有 50 毫米以上的暴雨。降水期间
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可能发生的山
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本次降水对缓
解前期旱情较为有利。

具体降水预报为：6日下午开始至8
日白天，全市大部将出现明显降雨。武川
累积降水量为15～30毫米，其余地区为
25～50毫米，清水河、和林部分地区在50
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30毫

米。
提醒公众注意：一是注意防范短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需相关部门做好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城市内涝等
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二是降雨期间，
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低洼路段易出
现积水，请交管等部门提前做好道路
交通疏通管理防范准备，提醒公众出
行注意交通安全；三是此次天气过程
人影作业形势较好，针对目前我市较
为严重的旱情，请各单位及时抓住有
利天气时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当前正值主
汛期、学生假期“两期”叠加的特殊时
段，市民涉水行为明显增多，市水务局
要求各级水务部门提高认识，强化措
施，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排除水务安全隐患风险，从严从
细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守牢水
务行业安全底线。这是记者8月5日从
全市水务系统安全生产暨水旱灾害防
御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加大河道安全管护力度。一是做
好隐患排查整改，各旗县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迅速对辖区内

“一河一湖一库”及相应的“一路一堤
一防一点位”开展全面排查，评估危险
等级，建立工作台账，完善警示标志和
防护设施，配置应急防护设施等。二
是探索在事故多发水域安装视频监控
和警报系统，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进行全天候监视防范。三是各相关部
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报纸等媒体，在溺水事故高发期制
作播发游泳安全和预防教育专题片、
公益广告、警示标语等，广泛开展高频
次、全覆盖预防溺水宣传教育。同时，
各级河道管理部门要加强河道安全管
护，积极探索推动将预防溺水工作作
为河（湖）长制和安全检查工作重要内
容，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明确各
类水域管理范围。

抓好在建和已建水务工程的安全
监督和管理。一是重点做好水库、河
道、农村供水、水土保持、淤地坝等在
建工程的安全监督和管理，聚焦施工
现场深基坑、高边坡、高空作业等重点
环节，要求相关单位切实履行职责，抓
好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特别是项目施
工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细化梳理项目施工中的问题隐患，
及时整改闭环到位。二是要强化已建
工程安全运行的常态化监督和管理，
特别是环城水系、大黑河城区段，周边
建有军事主题公园和网红打卡地，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务必重点盯防，重
点值守，要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遇有突发事件，及时有效处置。三是
要落实好病险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确
保水库安全运行。四是加大安全生产
监督执法问责力度，严厉打击水利项
目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等严重
违法行为。

强化水旱灾害防御的安全监管工
作。一是各旗县区水务（水利）部门，
要抓好各类预案的修订，不断提高预
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有
计划开展实战演练，要通过应急演练和
宣传培训，熟练掌握预案，提高防范和

应对能力。二是全面落实水库、淤地
坝、重点山洪防御村的安全责任人和防
汛责任人制度，汛期要严禁水库违规超
汛限水位运行，督促责任人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要及时与水文气象部门沟
通，实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超标洪水
防御工作。三是做好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平台异常情况排查工作，同时要做好
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和落实工作。

此外，市水务局要求相关部门必
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

“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
近谁牵头”的原则，加强本部门职责范
围内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制定本单位
本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明确监
管责任，督促各类水务生产经营单位
全方位、全过程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

本报讯（记者 苗欣）8月5日记者
从市乡村振兴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
乡村振兴系统干部理论政策水平，更
好地推进重点工作任务，依托京蒙帮
扶工作平台，8 月 4 日，呼和浩特市京
蒙协作乡村振兴理论政策培训班在
北京市延庆区新华保险培训中心开
班。

此次培训班为期 10 天，实行封
闭式管理，采取学习培训与推进工作
相结合、实地观摩与研讨交流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农学院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市支援合作
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民政基

层政权和社会建设处等相关部门重点
业务领域负责同志进行专题讲座，并
到顺义区和北京金六环农业产业园、
延庆北菜园、北京大地聚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地进行现场观摩，进一步
开阔系统干部工作视野、拓宽工作思
路。

来自我市乡村振兴系统业务骨
干，各旗县区、开发区部分乡镇干部、
村“两委”班子成员及驻村第一书记共
40余人参加培训。

截至目前，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共
举办培训班28期，参训人数5400余人
次。

呼和浩特市京蒙协作
乡村振兴理论政策培训班开班

近日，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管理局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呼和浩特分行等共建单位在包
联社区先锋路小区开展了共创
全国文明城市活动。

活动现场对居民群众进行
了《2022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调查问卷》调查、创城知识宣
传。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武川县：踔厉奋发绘就兴业富民新画卷
（上接第1版）

制定出台《武川县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2021—2025 年）
方案》《武川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整治实
施方案》《武川县农村人居环境及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方案》等文件，每月定期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现场观摩会，推动
乡村形成人居环境常态化保洁，农村
生活污水垃圾得到控制处理，村容村

貌发生明显改观。2022 年 2700 户厕
所建设任务已落实到 9 个乡镇，其中
水厕 69 户、旱厕 2641 户，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将逐步提高。持续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范学校布局，加强基层
卫生服务保障能力，全县乡镇卫生院、
卫生室完成升级改造，11 所乡镇卫生
院安装了远程视频协诊系统，实现了

“下级检查、上级诊断”医疗新模式。

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县
域网络通讯基本覆盖，物流快递网络
逐渐成型。

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强村固
本富民”行动，建成党群服务中心 113
个，打造最强党支部 132 个。深入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划
分农村网格 447 个、社区网格 55 个，网
格化服务管理实现达标升级。建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113 个，93
个行政村普遍建立了村规民约、红白
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乡风文明取得重
要进展。

如今，走进武川县的大小村庄，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精美的农家风光画，
一个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
美、文明和谐乡风美，充满着无限魅力
与生机的武川县已逐渐呈现在眼前。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近日，自
治区团委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自治
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
务厅、自治区文物局、自治区少工委
共同举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 争做
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暨自
治区首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圆满落
幕，我市红领巾讲解员在大赛中获
佳绩。

其中，锡林南路小学五（1）中队任
童珧获得比赛一等奖，呼市第三十中
学小学部三（4）中队姚传奇、满族小学
三（1）中队张希宇晗、苏虎街实验小学
五（7）中队郭晨曦获得比赛二等奖，胜
利街小学三（1）中队戴明哲、内蒙古农
业大学附属中学四（10）中队刘力瑄、

南柴火市街小学四（5）中队高一鸣、金
川学校五（6）中队刘洋获得比赛三等
奖，呼和浩特市少工委荣获优秀组织
奖。

下一步，团市委、市少工委将引导
广大少先队员学好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依托
呼和浩特市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
组织广大少年儿童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实地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
动，以少先队员之声讲好党的故事，
大力培养少先队员对党和社会主义
祖国的朴素情感，发自内心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发自内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确保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我市红领巾讲解员在全区首届
红领巾讲解员大赛中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