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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书信诵读：我爱我的祖国！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首席记者 刘晓君） 9月
8日下午，第一届全区中小
学书信大赛优秀作品诵读
活动在内蒙古图书馆举
行。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
治区文明办、教育厅、邮政
管理局、团委、妇联、关工
委和邮政分公司7家单位
联合组织开展，旨在通过
书信主题活动，切实引导
青少年把爱国之情、报国
之志转化为努力学习的实

际行动，把个人成长进步
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洪流
中去，努力为实现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

一段轻松活泼的《小
小乌兰牧骑》舞蹈，拉开了
诵读活动的帷幕。在诵读过
程中，小作者们情感充沛地
朗诵着自己写给祖国母亲
的信件，有祝福祖国生日快
乐的慷慨激昂、有立志发愤

图强的豪言壮语，同学们时
而活泼，时而哽咽，字字句
句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崇
敬与祝福……

现场还进行了有奖知
识问答活动，现场的大朋
友、小朋友们都争先恐后、
踊跃发言，展现出扎实的
知识功底与文化素养。活
动最后，玉泉区实验小学
的师生们为大家带来了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把
全场气氛推向了高潮，现

场的同学们纷纷起立，挥
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高
歌。

据了解，本届书信大
赛于2018年12月启动，共
收到近16万封参赛信件。
这次参与诵读活动的信件
是从阶段性评选中选取的
部分优秀作品，由来自呼
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
布市和鄂尔多斯市四个盟
市的优秀作者来到现场为
大家进行诵读。

救援130例急危重患者
巴彦淖尔市医院航空救援获点赞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白忠义） 9
月1~6日，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指导，海丰通航科技有限
公司主办，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空中急救分会、巴彦淖尔市
医院、上海中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亚太领航（北京）紧急
救援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三届“航空医疗救援”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湖北荆门举行。

会上，巴彦淖尔市医院作为内蒙古西部区首家开
展航空救援的市级医院，20个月顺利完成130例边远
地区急危重患者救援的成功案例受到业界高度关注
和认可，该院院长杨志平在会上进行经验分享。2017
年，巴彦淖尔市医院建立起以急危重症救治中心为核
心的全新大急诊体系，并与海丰通航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引入直升机救援，对于地广人稀、农牧区交通不便
等特殊背景下的巴彦淖尔而言，直升机救援优势凸
显，24小时待命无缝对接手术室的运行机制，亲民的
服务价格，成为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神话”。同时，该院
与市、旗县区政府合作，依托全市一级、二级医院及苏
木乡镇卫生院建立起59个直升机救援点，截至9月6
日，医院共开展130趟次救援任务，第一时间投放医疗
救援力量至群众需要的地方。

新报讯 2019丝路国
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总
决赛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举
办，决出了赛事的各奖项
获得者。内蒙古分赛区“中
国人寿杯”获奖参赛作品
最终在总决赛中荣获两项
铜奖、四项优秀奖，包头市
第二十九中学初一年级仇

景煦同学的作品《年轮》荣
获A组铜奖，内蒙古师范大
学鸿德学院陈贇同学的作
品《岱海之殇》荣获B组铜
奖，另有四名同学参赛作
品荣获优秀奖。

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
摄影竞赛是首个以丝路国
家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摄

影赛事，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文化交流机制协同
创新的重要示范项目。
2019年1月28日，国家教育
部办公厅发布文件，把丝
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
赛正式列入《2019年度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名单》，为广大中小学

生参赛开通了政策通道及
支持保障。

2019丝路国家青少年
国际摄影竞赛已经落下帷
幕，内蒙古分赛区颁奖盛典
将于10月上旬在呼和浩特
市举行，总决赛颁奖盛典将
于10月下旬北京国际摄影
周期间举行。 （贺海鹃）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首席记者 张学博） 记
者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了解到，我区开始
对在自治区本级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的企业参保人员
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同时，本着“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原
则，自治区本级将在数据
比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
使用手机APP认证模式。

具体认证方式为：打
开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

“金保服务网”进行关注，
点击“APP下载”，安装“内
蒙社保”到手机上，按提示
健全个人信息，选择人脸
建模并按要求进行人脸建
模，完成后即可进行手机
自助认证。人脸建模不成
功的人员，也可以在“金保
服务网”进行声纹建模和
认证。不具备手机端认证
条件的人员、本人没有智
能手机的、儿女不在身边
自己不会操作的，仍可按
原渠道进行资格认证。认

证时需注意以下事项：首
先，认证必须使用应用安
卓系统的手机，目前暂不
支持苹果手机下载“内蒙
社保”APP。其次，人脸建模
时拍照光线不能太暗、太
强，不能抖动，手持身份证
照片面对镜头拍照时，持身
份证的手臂适当向前伸，以
使身份证照片与本人头像
比例适当。认证系统设置了
自动审核功能，如3次上传
照片不能建模成功，则不能
继续上传，需通过后台软件

工程师进行审核。一周后如
审核不通过，需要重新建
模。审核通过则可以进行
人脸认证。第三，人脸认证
需要把脸放入认证框内，脸
部五官要清晰，不能遮挡。
第四，语音建模和认证时，
念数字需要语音清晰。

据了解，在自治区本级
参保的离退休人员，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资格认证，认证开始时
间不做严格限定，于每年的
10月31日截止。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娜日苏） 9月7日下午，乌
兰夫基金会在呼和浩特市
召开设立乌兰夫奖学金座
谈会，并与自治区17所高
校签订了奖学金协议书。

乌兰夫基金会自2008
年在内蒙古大学和呼和浩
特民族学院设立乌兰夫奖

学金以来，不仅发挥了立
德树人、资助育人的重要
作用，还对乌老精神的传
承和弘扬、加强学生品质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截至目前，已经奖励了
77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乌兰
夫基金会理事会研究决

定，从今年起，除了内蒙古
大学和呼和浩特民族学
院，新增15所高校设立乌
兰夫奖学金，包括内蒙古
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
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
古民族大学、内蒙古科技
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内
蒙古财经大学、包头医学
院、包头师范学院、赤峰学

院、呼伦贝尔学院、集宁师
范学院、河套学院、内蒙古
艺术学院、鄂尔多斯应用
技术学院。

据介绍，乌兰夫基金
会通过在各高校设立乌兰
夫奖学金，规范有效地组
织实施好评选奖励工作，
更好地发挥乌兰夫奖学金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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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王利军） 内蒙古

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原副巡
视员邱进宝（副厅级）涉嫌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
案，由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经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交办，由通辽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

通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对邱进宝作出逮捕决
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自治区纪委：
中秋国庆13条“红线”不能碰！
（上接1版）

自治区纪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继续严抓严管、守土尽责，坚
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做好纠治“四风”各项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性修养，牢记初心使
命，认真检视自己，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发挥“头雁效应”。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认
真受理群众举报；坚持问题导向，把监督挺在前面，紧
盯“关键少数”，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精准监督执
纪问责；坚持守正创新，既适度开展明察暗访，又充分
应用大数据等监督手段；坚持以案促改，查找原因症
结，堵塞制度漏洞；坚持通报曝光，强化身边案例的警
示教育，形成强大震慑；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实现纠
治“四风”工作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纪委监委举报电话：0471-12388

举报网站：neimeng.12388.gov.cn

举报信箱：自治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2019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内蒙古赛区成绩不俗

让群众少跑腿：我区推广手机认证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我区17所高校设立乌兰夫奖学金

内蒙古科学技术协会原副巡视员邱进宝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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