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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务员队伍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王 艳） 4月26
日，全区公务员管理工作
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
上发布了由自治区党委组
织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公务
员局印发的 《2017年内蒙
古自治区公务员管理工作
要点通知》。会议要求，做
好今年的公务员工作必须
要清醒把握大局大势，坚
持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一

起抓，以促进公务员想干
事、敢干事为重点，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和能力建设，
推进分类管理，拓宽优秀
人才来源渠道，改进考核
工作，强化激励约束，健全
制度机制，努力建设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会议要求，强化思想
政治建设，
筑牢公务员队伍
精神之魂。要高度重视解
决当前在部分公务员中存

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抓好教
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对
育培训，
全面提升公务员队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适
伍专业素养。改进考核工
应，甚至等待观望、消极懈
作，发挥好考核“指挥棒”
怠等问题，把加强思想政
作用，
使考核结果
治建设摆在公务员队伍建 “风向标”
与教育培训、激励表彰、治
设的首位，抓住思想教育
庸治懒、容错纠错、问责追
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广大
责、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等
公务员筑牢信仰之基、补
工作相结合。强化激励约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束，做到从严管理与关心
舵。自治区将深入推进分
爱护有机结合。一方面要
类改革，完善公务员工作
制度体系；
改进考录、
遴选、 继 续 坚 持 从 严 从 实 主 基
调，切实以严的标准、严的
选调工作，
吸引更多优秀人

全区首张个体户电子营业执照在赤峰诞生

燎荒有险
4月25日上午，记者途
径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乐
镇国道209线364公里处看
到，有农民正在农田里焚
烧秸秆，不远处便是生长
旺盛的树木。据了解，春播
在即，我区中西部地区农
民习惯用火焚烧渠畔、路
旁的杂草，清理田野以备
耕，俗称燎荒。然而，春季
天干物燥，且大风天气较
多，燎荒不仅极易导致火
灾，严重时可能造成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摄影/本报记者 段丽萍

新报赤峰讯（记者 汤军） 4月26日，自治区首张
个体工商户电子营业执照在赤峰市红山区诞生。
相比传统营业执照的办理方式，电子营业执照实
现了在网上进行自助申请办理，申请人无须到工商部
门的登记窗口提交繁多的书面材料办理，实现了纸质
审批材料“零提交”。申请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均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办理。在互联网上经过身份
验证后，申请、核准、发照、公示等各个环节均以电子
数据方式交换，
实现申请人与审核人“零见面”
。
据了解，申请办理电子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有：
注册地在赤峰市辖区范围内的市场主体；已取得电子
身份认证的投资者出资设立的市场主体；经营范围中
不涉及设立审批和经营范围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的市
场主体。
申请人首次申请办理电子营业执照时，应先取
得银行系统的身份认证电子密钥。
目前，
已开通办理电
子密钥的银行有：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阿拉善居延大遗址申遗在京启动
新报讯

4月25日，由
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
究中心和阿拉善盟联合举
办的“2017‘ 一带 一 路 ’国
际文化遗产论坛、居延大
遗址申遗与‘一带一路’建
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
杰交流中心举行。此次研
讨会的举办，标志着阿拉
善居延大遗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正式启动。

自身建设，
不断夯实公务员
要求、严的纪律管理约束
基层基础工作。
强化实效意
公务员，明确公务员在履
识、树牢实效标准。要把抓
行职责和执行公务中的行
落实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
为规范，严厉整治违法违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克
纪行为；另一方面要注重
官僚主义的惯
正向激励，强化激励关怀， 服形式主义、
性，
防止简单地以会议贯彻
抓住想干事、敢干事两个
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防
关键点，解决目前队伍中
止把
“说了”
当作
“做了”
，把
存在的不愿为、不敢为等
当作
“做好了”
。任何
问题，为担当者担当，为干 “做了”
时候都要以一抓到底、
一追
事者撑腰，让干事创业、勇
到底的作风推动各项任务
于改革、敢于担当、作风扎
落地见效。
实的公务员受到褒奖。
强化

居延大遗址是阿拉善
盟境内举世闻名的重要历
史文化遗产，
是国家150处大
遗址之一，
也是迄今为止中
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发现的
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
最重
要的历史遗址。它见证了
2000多年来中国和北方各
民族特别是中西亚文明交
流、
融合发展的重要历史。
近年来，居延大遗址

的保护得到了国家、自治
区和阿拉善盟的高度重
视。
2016年，居延遗址被列
入“十三五”期间国家大遗
址保护专项规划。今年2
月，阿拉善盟邀请专家学
者进行实地考察，加快居
延大遗址的申遗进程。
研讨会上，来自外交
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
国家部委和内蒙古自治区

下月起这9个收费站将取消收费
文物局、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
所、
额济纳居延黑水城文化
遗产研究会等部门的相关
领导、专家学者，围绕居延
遗址申遗、文化遗产保护、
“一带一路”文化软实力建
设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
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
心与阿拉善盟达成战略协
议，
协助阿拉善盟做好申遗
启动工作。

（日 新）

新报讯（记者 张学博）

内蒙古高路公司将于5
月1日零时起取消9个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站的收
费，涉及里程888公里。
据了解，取消的二级公路收费站包括：
208国道赛
汉塔拉至丰镇段的红格尔图、大六号、呼和乌素收费
站；210国道东胜至苏家河畔段的兰家梁收费站；110
国道老爷庙至大陆盖段的兴和、兵州亥、乌拉山、五原
和新大收费站。上述9个收费站将于停止收费后的半
个月内拆除收费设施，并于拆除收费设施后一个月内
恢复路面，
保障道路安全通行。

稳经营 保资金 促改革 抓管理 提技术

包钢集团首季扭亏为盈实现“开门红”
（上接1版）这些举措极大地
坚定了包钢攻坚克难的信
念，随即制定了《包钢脱困
发展转型升级工作落实方
案》，
111 项 具 体 措 施 明 确
了脱困发展转型升级路
径，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和
活力。
为了实现2017年打 好
翻身仗、实现扭亏为盈的
总目标，包钢通过稳经

营、保资金、促改革、抓管
理、提技术等多种措施，
推动公司提质增效、转型
发展。
稳 经 营 方 面 ，钢 铁 产
业推进高炉稳产高产。通
过开展配煤攻关，加大蒙
古国、乌海市等低价煤用
量，减少山西高价煤用量，
仅降低山西焦煤采购一
项，一季度即增效1.7亿元。

加大产品出口力度，一季
度出口钢材产品40万吨，
同比增长28.82%；累计创
汇2亿美元，同比增长
92.92%。向伊朗南部海水
淡化项目供应X65管线钢
12.5万吨，是迄今为止包钢
单笔数量最大出口订单；
镀锌产品出口至坦桑尼
亚，标志着包钢产品首次
打入东非市场。

促改革方面，今年推
出10项改革措施，其中之
一是全面推动瘦身健体
改革。2月14日，这项改革
全面推开。按照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管控模式，理顺
集团管控，调整后的包钢
集 团 总 部 职 能 部 门 由 18
个减少为9个。同时对管
理部门现有人力资源进
行 优 化 ，集 团 公 司 、包 钢

股份、北方稀土机关人员
在原有定员基础上优化
了50%以上。
提 技 术 方 面 ，发 挥 先
进生产工艺及技术装备优
势，坚持按效益排产，大力
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产品比重。一季度生产
新产品34.4万吨，申请专利
69项、授权10项。稀土产业
积极推进白云鄂博矿产资

源中重稀土元素赋存状态
调研及评估18项科研项目
的实施。
据了解，
2017年，包钢
集团安排降本增效任务
62.77亿元，分配到不同生
产单位。通过一系列措施
的实施，一季度，包钢累计
降本增效15.9亿元，超额完
成进度计划。

（据《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