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12月3日下午，蒙古国红十
字会秘书长宝乐尔玛前往
内蒙古人民医院，看望了

“天使之旅———‘一带一路'
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第
二批来呼治疗的蒙古国先
心病患儿及家长。中国红十
字会副会长王汝鹏，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
国，自治区副主席、红十字
会会长欧阳晓晖等领导陪
同看望慰问。自治区卫健
委、红十字会、内蒙古人民
医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
慰问活动。

在内蒙古人民医院心
脏中心心脏外科病房，宝乐
尔玛秘书长看望了入院治
疗的蒙古国患儿，并为每个
病房的患儿送上了礼物，
祝福他们早日康复。看到
患儿恢复情况良好，宝乐
尔玛秘书长非常高兴，对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内蒙
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内蒙
古人民医院的精心救治和
周到细致的照料表示感
谢，并希望通过“一带一
路”人道救助项目的实施，
加强两国红十字会间的交
流合作，共同促进两国人
民的交往和友谊。

“天使之旅———‘一带

一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
划”蒙古国行动由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和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共同实施，患儿治
疗期间所需费用由绿谷集
团捐资支持，计划救助100
名蒙古国先心病儿童。2017
年10~12月，首批53名患儿
来华接受治疗。2018年11月
24日，第二批47名患儿中的
19名抵达呼和浩特，入住内
蒙古人民医院。经过医护人
员连续6天的紧张工作，除
一名患儿因家长个人原因
放弃治疗回国外，其余18名
患儿全部成功接受手术治
疗，术后情况良好，预计将
于下周痊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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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单位首次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12名：最高年薪20万

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12月2日下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在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与会领导向自治区法治乌
兰牧骑授旗，并向农牧民、社区居民、学生等代表赠送蒙汉双语宪法文本。

近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
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在启动仪式上说，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全力抓紧抓实抓好，集中精力搞好“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让弘扬宪法精神的旗
帜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

启动仪式结束后，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共同观看了法治乌兰牧骑汇报演出。据悉，
今后每年的“国家宪法日”前后都将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年薪20万元、聘期2年、学
历要求为普通高校全日制
研究生及以上……”12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直属机关2018年公开招
聘聘任制公务员简章》出

炉，本次公开招聘机关为
自治区公安厅、商务厅、
住建厅、审计厅、生态环
保厅，计划招聘12名聘任
制公务员。

本次公开招聘报名采
取个人自愿、网上填报的

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12
月3日9时至12月6日12时。
报考人员年龄需在45周岁
以下，在职公务员和参公
单位工作人员和试用期内
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
报考。报名截止后，各招聘

职位报考人数与计划招聘
人数比例须达到5：1，方可
开考。考试分为笔试和面
试，均为汉文制卷，须使用
汉语文（言）答题，对不按
规定作答的按零分处理。
笔试时间为12月9日，地点

设在呼和浩特市。根据有
关规定，对蒙古族、达斡尔
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考
生，在笔试成绩上加2.5分
予以照顾。笔试结束后由
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研
究确定最低合格分数线。

12月中旬，报考人员可登
录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
查询笔试成绩。

具体职位条件可登录
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
（http://www.impta.com）进
行查询。

寒流来了
12月3日，首府市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行走在街头。气象部门当日发布消息，预计未来

3天，全区大风、降温、雨雪天气持续。中西部和东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7级偏西风，全区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跌落至零摄氏度以下，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再次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及

以下。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天气过程降温持续较长，请公众注意防寒保暖。

文/本报记者 马丽侠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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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红十字会秘书长来呼看望先心病患儿及家长

新报包头讯 （记者

周 蕾） 12月2日5时25
分左右，京藏高速白彦花
服务区附近，一辆从新疆
开往青岛拉载干辣椒的货
车与一辆从新疆开往河北
拉载32.2吨甲醇的罐车发
生追尾，两车主副驾驶共4
人成功逃脱，但大量甲醇
泄漏发生火灾，随时有爆
炸的危险，严重危胁过往
车辆安全。

包头市消防支队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
派15辆消防车60名指战
员赶赴现场处置，同时联
系高速交警对事故路段
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消防
员到场后发现，甲醇罐车
罐体破裂并形成敞开式
燃烧，有大量甲醇流下路
基下方形成流淌火，后车
已经被大火完全包围猛
烈燃烧，情况十分危急。

中队指挥员立即下达作
战命令，一支水枪对后车
明火进行扑灭，另一支水
枪对前车罐体进行冷却
稀释，降低空气中甲醇蒸
发浓度，同时请求泡沫消
防车增援。泡沫消防车到
场后，利用水炮对前车甲
醇罐体进行冷却扑灭，7
时50分，火势被基本控制。
10时30分，大火被成功扑
灭。

京藏高速两车追尾 30吨甲醇泄漏燃烧

（上接1版）第二产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涵盖41个所有
行业大类的工业体系已构
建成型，2017年全部工业
增加值比1978年增长112.7
倍；汽车制造、光伏发电、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逐步形成规模
优势；云计算服务器装机
能力、煤炭、稀土化合物和
煤制油、甲醇、天然气等产
能产量均居全国第一。现
代服务业蓬勃发展，2017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1978
年增长150.7倍，对GDP的
贡献率达到75.8%。

40年来，我区始终坚
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
化。2017年全区城镇化率
达到62%，分别比1978年、
2012年提高40.2个、4.3个
百分点。城乡融合步伐加
快，全区苏木乡镇沥青水
泥路通达率和综合文化
站、健身活动场所、卫生院
覆盖率均达到100%，嘎查
村分别达到100%和96%、
86%、100%。启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下发了指导意
见和总体规划，各项建设
任务加快推进。

40年来，我区始终坚
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发
展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2017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到19.9万公里，是

1978年的11倍，高速公路
和一级公路里程均居全国
前列，全区99%的旗县通高
速和一级公路；铁路运营
总里程超过1.4万公里，是
1978年的8.8倍，居全国首
位，各族群众翘首以盼的
呼和浩特到北京高铁将于
明年全线贯通；民用机场
达到27个，实现盟市运输
机场全覆盖。信息通信业
发展迅速，2017年互联网
上网用户2854.3万户，比
2010年增长13.9倍。

40年来，我区始终坚
持改革创新，发展活力和
动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
大以来，自治区政府承担
的经济和生态领域改革
232项，需出台改革成果
653条，已出台605条，重点
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放管服”改革、结构性
减税等改革事项，党的十
八大以来累计减轻企业负
担1265.9亿元。

40年来，我区始终坚
持对外开放，开放型经济
水平明显提高。全区外贸
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
0.1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
的139亿美元。

40年来，我区始终坚
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党的十
八大以来累计投入830多
亿元，实施天然林资源保
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
草、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全面落实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全区森林
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
2017年达到21.03%、44%。
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2017年空气质量平均达标
天数达到85.3%，在京津冀
及周边7个省区中，内蒙古
是PM2.5唯一达标、改善幅
度最大和空气优良天数最
多 的 地 区 ， 沙 尘 暴 由
2008~2012年平均每年的
1.6天下降到2013~2017年
的0.5天。

40年来，我区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民生福祉极大提高。党
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投入
民生资金13790亿元，年均
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301
元增加到2017年的35670
元，农牧民收入由131元增
加到 12584 元 。2008~2017
年投资3551亿元，改造棚
户区住房179.6万套，圆满
完成了北梁、阿尔山、铁南
棚户区改造工程，城镇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81年
的7.2平方米提高到2017年
的32.66平方米。脱贫攻坚
取得重大进展，贫困人口
由2012年的197万人减少
到2017年底的37.8万人，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4.9% 降 至
2.62%。

改革开放40年：
我区财政收入增长245.9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