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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刘 惠） 8月25
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
委发布消息：日前，经自治
区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
监委对自治区财政厅原副
巡视员包烂漫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

经查，包烂漫理想信
念丧失，不讲党性原则，违
规收受礼金，在下属单位
报销费用；无视党纪国法，

毫无道德底线，放纵私欲，
鬼迷心窍，对诈骗犯的无
理要求深信不疑，言听计
从，不惜撒谎骗钱，向同
学、朋友、下属、管理和服
务对象借款不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索取贿赂供犯罪
分子使用。

包烂漫严重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
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
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

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
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有
关规定，经自治区纪委常
委会、监委委员会会议审
议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
决定给予包烂漫开除党籍
处分；由自治区监委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
案移送。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王利军） 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职业学
院党委原副书记、院长特
力更（副厅级）涉嫌受贿、

单位受贿一案，由自治区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交办，
由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日前，巴彦淖尔
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对特
力更作出逮捕决定。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上接1版）在认真总结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同
时，还将不断适应变化
的新形势、新特点，根据
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有
关招生制度改革文件，完
善呼和浩特市招生政策，
研究谋划明年的招生工
作，来实现办好首府人民
满意教育这个总目标。下
一步，呼和浩特市将出台
《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阶
段民办学校招生方案》和
《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阳光分班”实施
意见》，严格落实教育部

“十项严禁”纪律，调整电
脑派位时间，切实做到民
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全面
实行同步招生。2020年，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
将100%通过电脑派位的
方式进行录取，不允许采
取其他任何考试、面试、
面谈的方式入学。所有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阳
光分班”。

此外，呼和浩特市9
所试点学校9月2日将正
式运行配餐工作，并按
照自治区教育厅文件精
神开展课后延时服务。

目前，4家配餐企业建设
完毕，陆续取得相关资
质、点火试餐；各区政
府、教育局出台了相关
配套文件，正在组织学
校开展招投标；9所试点
学校已完成饮水、洗手
设备、食物留样设备、监
控系统的建设，制定了
配餐相关制度，设计了
课后服务相关课程。本
周，呼和浩特市政府将
召开配餐工作和课后服
务工作新闻发布会，各
企业与学校将实地对接
演练营养餐配送过程。

禁止掐尖招生
首府义教阶段民办学校明年全部电脑派位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

报融媒体记者 杨晓红）

8月24日，包头市家长陪餐
制度在东河区回民中学
正式启动，包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东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将

“12315家长陪餐卡”赠予
46位家长，现场组织家长
进入食堂后厨检查参观
及陪孩子就餐。

长久以来，孩子在学
校吃什么、吃得好不好、卫
生不卫生等问题，一直牵
动着每一个家长的心。陪
餐制度的推出，就是为了
让广大家长对学校食品
安全、学校食堂后厨有直
观印象，对饭菜质量有亲
身体验。活动前的座谈会
上，东河区市场监管局局

长赵丽霞就学校食品安
全及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实施以来，属地监管部门
在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方
面所做的工作向学校师
生和参会家长做了介绍。

经过换装消毒，46位
家长走进校园食堂后厨，
实地参观了原材料库、烹
饪作业区域、打饭档口，
仔细填写了陪餐巡察记
录表，并留下意见和建
议，随后陪孩子们共进午
餐。

高三学生贾玉洁的
母亲告诉记者，亲自参观
后厨和品尝食堂饭菜后，
大家对学校的食品安全
更放心了。同时校方也表
示对家长们提出的合理
化意见建议尽快研究改

进、给予解决。
据了解，“12315家长

陪餐制”是包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推出的食品质
量安全社会共治监管创
新模式，市场监管局为家
长陪餐买单，主动作为，
将家长陪餐与12315投诉
举报相结合，通过“您陪
餐，我买单”形式，将学生
家长请进校园餐厅后厨
现场查看并用餐，发现问
题可直接拨打12315投诉
举报电话，多维度保障学
生饮食安全。

今后，包头市市场监
管局将定期发放免费家
长陪餐卡，将家长陪餐制
度常态化，邀请更多的家
长参与到校园食品安全
监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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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70年：绘就新时代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画卷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首席记者 刘晓君） 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8月26日，由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内蒙
古自治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主题系列新闻
发布会”正式启幕。12个
盟市党委、政府的主要负
责同志和部分委办厅局
负责人将畅谈70年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盟市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保、脱贫攻坚、文化
建设、民族团结等发展情
况及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发展成就。

首场是兴安盟发布
会，主题是传承红色基

因，引领绿色发展，绘就
新时代兴安盟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新画卷。兴安
盟主要领导介绍了70年
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并回答记者提问。兴
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部，因地处大兴安
岭而得名,是祖国北疆的
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是
一处红色圣地，1947年5
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
政权———内蒙古自治政
府在这里宣告成立，乌
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带领内蒙古各族
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
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

新实践，谱写了民族自
治运动辉煌壮丽的历史
篇章。这里是一片绿色
净土，6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1/2是草原、1/3是森
林、1/10是自然保护区，
大小河流300多条，水资
源总量50亿立方米，被
誉为东北地区的“水龙
头”，是我国东北乃至华
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和生态服务区。这里
是一方发展热土，东连
黑、吉、辽，南接京、津、
冀，北与蒙古国接壤，可
受东北经济圈和环渤海
经济圈的辐射带动，是

“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重要通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全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济总量和人均生产总
值分别达到472.5亿元和
2.9万元，比建国初增长
64倍和20倍，经济“家
底”更加殷实。粮食产量
由 6.4 亿斤增长到 115.5
亿斤，牲畜存栏从54.9万
头只增长到1355万头只，
2个旗县被评为全国产粮
大县，3个旗县被评为全
国超级产粮大县，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工业、服务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产值
占GDP比重超过2/3，多
元发展、多级支撑的现代
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三
地联动、五城同创”深入
推进，“三山两河”生态
修复和景观治理成效显
著，乌兰浩特和阿尔山市
列入国家“城市双修”试
点，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全盟城镇化率由
13%提高到49%，美丽兴
安更加宜居宜业。基础设
施加快建设，铁路、公路
通车里程比建国初分别
增长2.6倍和16.6倍，建
成全区第一条跨省开行
的快速铁路，革命老区迈
入动车时代；乌兰浩特和
阿尔山两座机场开通航
线23条，6个通用机场陆
续启动建设，为经济社会

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教
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
业长足发展，9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100%，每
个旗县市都有自己的图
书馆、体育馆，所有嘎查
村都建起标准化卫生室，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
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0%
和97%，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28000元，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突破1万元，每3
户家庭至少拥有1辆家用
汽车，距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越来越近。

司法厅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郑慧英） 为破解长期以来，法治政府建设存在行政

执法不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缺乏有效监督手段，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落后等问题，
自治区司法厅结合自治区区情，充分发挥大数据、互联网优势，以“数字法治 智慧司法”
建设为引擎，以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为重点，全力打造法治政府建设智能化一体平
台，以现代化、智能化手段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据了解，自治区司法厅积极探索创新，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中规
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从8个方面分解为129项措施，231项建设成果，全部纳入智能化一体平
台的五个子平台，用信息化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一是建立法律法规应用管理平台；二
是建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平台；三是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管理平台；四是建立行政执法监
督平台；五是建立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平台。

同时，我区开发了重大行政决策管理平台，将重大行政决策流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划
出7个监督点、15项指标，制作成26项考核的模版放入平台，对每一关键环节进行赋分，形
成监督评价分值，对重大行政决策从程序上做到全过程记录、全程监督和材料归档，严格
督促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研发了全区统一的行政执法监督平台，通过
平台规范行政执法流程，实现执法案件全过程公示、全过程音视频留痕及重大执法决定
的法制审核。

包头启动家长陪餐制：您陪餐 我买单

自治区财政厅原副巡视员包烂漫被双开

检察机关依法对特力更决定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