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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出行参考

新报鄂尔多斯讯（北

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范亚

康） 记者从鄂尔多斯国

际机场了解到，鄂尔多斯

国际机场冬航季现已全面

启动，新增多条航线，具体

如下：

东方航空新增鄂尔多

斯-连云港-宁波航线，班

期为每周一三五七；新增

合肥-鄂尔多斯-银川航

线，班期为每周三五七；新

增鄂尔多斯-重庆航班，班

期为每天一班；新增鄂尔多

斯-成都航班，班期为每周

二四六。中国联合航空新增

鄂尔多斯-石家庄-三亚航

线，班期为每天一班；新增

鄂尔多斯-桂林航线，班期

为每周一二四六。南方航空

新增鄂尔多斯-郑州-三亚

航线，班期为每周二四六。

幸福航空新增鄂尔多斯-

乌海-阿拉善左旗航线，班

期为每周一五。

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新增多条航线

我区掀起全民学习宪法法律知识高潮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郑慧英） 为深入学习宪法、宣传宪法，落实“七五”普

法的总体规划，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检验“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落实的社会效果，内蒙古自治区普法工作专项组办公室组织了宪法宣传暨全民

普法网上答题活动，本次活动自10月15日开展以来，参与答题人数已超过70万人。

如今，内蒙古草原上的千家万户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于自治区普法办的“宪法宣传暨

全民普法网上答题”法律快递，把宪法和法律知识送到人民的手中、送进人民的心坎里。

人们的手机都显示着“宪法宣传暨全民普法网上答题”的界面，大家都在学习着、转发着、

交流着，线上线下互动着。

据了解，该活动虽然已过半月，但全民学法的热情依然高涨、网上答题的热度一浪高

过一浪，每天以3万人次的速度在增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都有着一个共同

的目标：“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温慧娟）“乌

兰牧骑演员们的表演太精

彩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

离地感受到马头琴、呼麦

带来的独特魅力。这个冬

季，我一定要去内蒙古看

看冰雪那达慕，去滑雪、品

美食，体验冰雪带来的欢

乐！”11 月 2 日，杭州市民

陈婉激动地对记者说。当

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乌兰牧骑带你畅

游亮丽内蒙古”文化旅游

创新推介活动在杭州市西

湖文化广场举行。

乌兰牧骑被誉为草原

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是一支扎根内蒙古草原，

服务广大群众的文艺队

伍。活动借助“乌兰牧骑”

这一独特的草原文化品

牌，通过内蒙古文旅特色

快闪店加上乌兰牧骑表演

的创新形式，向广大游客

充分展示内蒙古丰富的文

化和旅游资源。

顶碗舞、呼麦、马头琴

演奏……赤峰市直属乌兰

牧骑的演员们带着内蒙古

人民的祝福和热情，带着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

优秀作品走进杭州，让广

大市民感受到了内蒙古独

特的文化魅力。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蔚治国在活动现场

表示，浙江是名副其实的

诗画江南。本次推介活动

来到杭州市，既为浙江人

民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

古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同时也为蒙浙两地构建了

文化旅游资源互补、差异

化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诗画浙江温婉动人，

亮丽内蒙古壮美辽阔。2020

年2月16日，全国第十四届

冬季运动会将在内蒙古呼

伦贝尔市举办。以此为契

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整

合冰雪风光、冰雪运动、冰

雪民俗文化、美食等文化旅

游资源，推出了“十四冬”滑

雪观赛之旅、“内蒙古味道”

全域飨宴品味之旅、呼伦贝

尔中国冷极雪原民俗摄影

之旅等冬季旅游精品线路。

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兴安

盟等地还针对包机、专列、

团社、自驾游团队等推出了

补贴和门票减免等多项优

惠政策。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马丽侠） 10月

30 日，2019 年前三季度内

蒙古天气气候特征分析及

今冬明春气候趋势预测新

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召

开。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9月全区平

均气温创 1961 年来第一

高，而且预计今冬呼伦贝

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

峰市、锡林郭勒盟东部较

常年高1~2摄氏度，其余地

区较常年高0~1摄氏度。

根据通报，2019 年前

三季度天气气候呈现 6 个

特点：平均气温为 1961 年

以来第4高，锡林郭勒盟及

其以东地区明显偏高；降

水量东多西少，全区大部

降水量接近常年；大范围

沙尘天气过程出现较晚；

入汛后干旱发展迅速，6月

下旬开始旱涝急转；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较去年明显

偏少；全区大部秋季初霜

冻出现偏晚。

另据预测，呼伦贝尔

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

市、锡林郭勒盟东部气温

较常年高1~2摄氏度，其余

地区较常年高0~1摄氏度。

2020年春季乌兰察布市南

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南

部、鄂尔多斯市、乌海市、

阿拉善盟东南部降水量较

常年多0~2成；其余地区降

水量较常年少0~2成。全区

平均气温较常年高 0~1 摄

氏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以来，自治区大部平均气

温接近常年、降水量接近

常年或偏多,目前，大部地

上生物量较往年持平或偏

高、部分草原区稍差，进入

秋季，植被逐渐黄枯，可燃

性增强，加之气温偏高，相

关部门需密切关注森林草

原防火，做好各项防范工

作。

9月全区气温创1961年来第一高 预计今冬较去年偏暖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第五巡视组原

组长杨静波犯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

年9月至2017年6月，被告

人杨静波利用担任通辽市

委常委、副书记、组织部部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

提拔使用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361万元；利用职权或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在承揽工程等方面为请

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277万元。

被告人杨静波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其家庭财产和

支出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

有848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

源，差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静

波构成受贿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均应依法惩处。

杨静波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事实，如

实供述财产藏匿地点，配合

监委暂扣、冻结涉案款物，

主动退赃，认罪悔罪，具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

杨静波有期徒刑 11 年，并

处罚金 50 万元；对杨静波

主动上交内蒙古自治区监

委，以及被冻结、扣押在案

的款物、孳息，依法予以没

收并上缴国库。

杨静波当庭表示服从

判决，不上诉。 （刘懿德）

◎反腐进行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五巡视组原组长杨静波获刑11年

（上接1版）另一方面，要推

动产业协同发展，打造现

代化经济体系，做大绿色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集

群、大数据云计算产业集

群、新材料产业集群等集

群规模，提升做优文化旅

游业、商贸流通业、信息服

务业等现代服务业。

方案中在提及西部城

区高质量发展中指出，要

整合现有要素禀赋、优化

开发格局、加快优势产业

集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空间布局、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京蒙协作产业园

区建设，将西部城区打造

成为生态文明示范区、乡

村振兴战略实践区、体制

机制改革实验区、京津冀

产业承接区、产业融合样

板区和科技创新发展先导

区。要推动在西部城区建

设三甲综合医院，引进京

津等地优质医疗资源，承

接高端医疗机构设立分

院，进一步推进跨区域、跨

机构医疗卫生协同发展，

共同建设跨城市医联体。

四市协同：呼包鄂榆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了解到，11月2日17时05分，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北纬40.35度，东经106.8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位于磴口县巴

彦高勒镇正西方向，距县政府所在地16公里，属巴彦高勒镇管辖。磴口县城多数人震感

明显。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

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20次，最大地震是2015年4月15日在阿拉善盟阿拉善

左旗发生的5.8级地震，距离本次震中76公里。 （张巧珍）

●为方便旅客出行，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客运段定期开展厕所卫

生专项整治活动。该段呼京车队推出的“四个必须”，得到出行旅客的赞扬。乘务员注重服

务质量和细节，还为厕所配备了芳香盒、喷香机，由乘务员自己设计的剪纸画、风景画等

也为大家的旅途带来一抹亮色。 （赵 斌）

相约十四冬：走进内蒙古，领略冰雪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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