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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月 15 日讯 （记者 郭俊
楼） 1月15日上午，自治区纪委监委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8年全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绩
单”和 2018年内蒙古十大有影响力
案件、正风反腐十大关键词。

发 布 会 从 坚 决 践 行 “ 两 个 维
护”、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
政治巡视巡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夺取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整治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加强自身建设 8 个方
面，回顾总结了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

据悉，2018年，全区纪检监察机
关共处置问题线索 38926 件，立案
10964件，结案9013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9167人，其中厅局级干部69
人，县处级干部436人，涉嫌犯罪移
送有关国家机关461人。全区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81起，
处理98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65
人。

与此同时，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十种表现”集中整治，严查慢作
为、假作为、不作为、乱作为“四种
行为”，全区共处置问题线索 7903
件，立案 249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2300人，组织处理2024人；开展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全区共处置问题线索 7098件，立案
1767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464
人，组织处理 1723人，移送司法机
关95人；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腐
败和“保护伞”，全区共立案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222件，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98人，组织处理30
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

据介绍，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在严
肃正风肃纪的同时，刀刃向内，严防

“灯下黑”。2018年，全区共立案纪检监
察干部 55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6
人，组织处理253人，移送司法机关1
人，严肃查处了自治区党委巡视五组
原组长杨静波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新闻发布会内容见今日5版）

自治区纪委监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2018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记者 李永桃

站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大路工业
园区高架桥上放眼望去，高楼林立、苍
松遍野！园区党工委委员尹来义感慨
万千：“2004年以前，这里遍地沙丘、罕
有人迹。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一座
国家现代化煤化工示范基地雏形显
现。这里已经成为准格尔旗乃至鄂尔
多斯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唯改革才有突破！本世纪初，准格
尔旗因“一煤独大”在全区旗县级年度
财政收入中遥遥领先。但旗委、旗政府
领导层却忧心忡忡：产业结构单一，全
旗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动 力 不 足 。
2004年2月6日，准格尔旗立足产业转
型升级，决定开发建设科技含量高、污
染低、可持续发展的煤化工循环产业园
和配套的城市新区——大路园区。时
任旗政府助理调研员、办公室主任的尹
来义被委任为大路新区建设指挥部总
指挥，2005年任命为大路新区管委会
主任。

“那时这里一片荒芜，连一条便道
也没有。我们先期10多个人穿着黄胶
鞋、迷彩服每天步行几公里有时十几公
里到老乡家做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动
员工作。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往返于
荒漠之中开展规划建设、征地拆迁、招
商引资等前期工作。每天睡的土炕头、

吃的老乡饭、出行两条腿、办公沙土
堆。一住就是1年多。2005年上半年，
这里建成了一条长8.5公里的快速路，
打通了同外界的交通联络。2006年，
我们向干部职工借款盖起了简易彩钢
工作、生活用房，算是改善了办公生活
条件。记得有一天夜里刮大风，我们冻
醒后发现门关不上了。遍地的黄沙把
门卡得死死的。虽然那时条件艰苦，但
我们怀揣着一份创业梦想和一股干事
业的激情和韧性硬是挺过来了。三维
公司和奈伦集团的老板来这里考察项
目，被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热情感化
了，铁了心来这里投资创业。”尹来义说
起当年的创业史脸上闪着异样的光彩。

功夫不负有心人！2年多的时间
里，园区引进了9个项目，其中落地4个
可圈可点的大项目。有国内首个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煤间接液化项目——伊泰
煤制油一期年产16万吨煤基合成油项
目；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一期年产20
万吨甲醇项目；天润化肥有限公司年产
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项目；还有

填补自治区行业空白的中航黎明锦化机
年产6万吨大型压力容器制造项目。4
个项目投资约79.7亿元。大路园区在一
张白纸上绘下了一片新蓝图。

2005年8月，自治区成立鄂尔多斯
市大路煤化工园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
并召开专门会议确定：大路园区要以建
设国际一流绿色煤化工园为目标，打造
开放型、科技型、环保型、节能型的循环
经济园区，并做好示范和引领作用。大
路园区在更高的站位上扬帆启航。

说起入园的一个个“巨无霸”项目，
尹来义就是一本活字典：“2007年，园
区引进国内单套规模最大的久泰能源
年产 100 万吨甲醇 10 万吨二甲醚项
目。2008年引进东华能源60万吨甲醇
项目。伊泰集团在这里产出我国煤间
接液化的第一桶合格成品油。园区煤
化工产业链和煤炭就地转化能力得以
延伸和提高。这些项目的引进建成让
大路园区成为国家能源战略的践行者、
示范者。”

2010年以来，大路园区将创新驱

动作为推进动力变革的“核心引擎”，新
兴产业在这里兴起，园区经济形成多元
推进、多极支撑的新格局。

2010年8月，国电内蒙古晶阳能源
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多晶硅项目在大
路园区开工建设，新兴产业开始在这里
开花结果。同年，园区引进投资达280
亿元的内蒙古北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40亿Nm3煤制天然气项目，该项
目于2017年 9月 15日开工奠基，它对
于我国实施能源战略意义深远。2012
年，园区引进了久泰二期60万吨烯烃
（180万吨甲醇深加工项目）项目，园区
煤化工产业链条向纵深推进。2017
年，园区引进了神华30万吨/年高铝粉
煤灰综合利用工业化示范项目（年产
12.5 万吨氧化铝、6.5 万吨金属铝）项
目，这个项目建成后，可以真正将原煤
吃干榨尽，使园区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更加完善。2018年 4月 12日，易高 1
万吨碳素材料项目开工奠基，园区向创
新型、新材料、新行业挺进。

进入2018年，新一届党工委、管委
会班子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园区要紧跟
世界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努力构建多
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力争到 2020 年园区煤化工产能突破
1000万吨，投资超1000亿元，产值超
1000亿元。把园区建设成为高端要素
集聚区、高水平营商环境示范区、高质
量发展引领区。 ■下转第2版

现代化煤化工示范基地的前世今生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郭俊
楼） 1月 14至 15日，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四次常委会议在呼和浩特召
开。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李秀领出席
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出
席会议并通报提案办理情况，自治区
政协副主席王中和、罗志虎、董恒
宇、郑福田、刘新乐、常军政、其其
格及秘书长魏军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自治
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
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各专委会工作
报告和20位自治区政协常委履职情况
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自治区政
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决定，自治区政
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日程，自治区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
单，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人名单。审
议了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议程

（草案）、讨论组编组办法和召集人名
单，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
况的报告讨论稿；审议通过了关于专
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有关人事事项
及自治区政协全体会议工作规则（修
订稿）等制度。

李秀领指出，自治区政协常委要
把稳方向，带头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讲政治贯穿履职全过程、各
方面。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新
时代展现新作为。要加强学习和调
研，努力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质量。
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严实的工作作
风，认真做好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切实把会议开成和谐民主、增进共
识、共谋发展、团结奋进的大会。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网络议
政、远程协商”专题讲座，召开了自
治区十二届政协第17次主席会议。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
常委会议召开
李秀领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16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2期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努力造就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

文章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
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学习中国
历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国历史
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
伍提供一些借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
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要
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

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
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文章指出，要严把德才标准。
干部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
德、家庭美德等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
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要坚持公正
用人。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
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公正用
人，公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正
气。要拓宽用人视野。要打开视野，
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
挥出来。要激发干部积极性，在选人
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
向，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

“来，一、二、三抬到车上！”“郝瑞芬
家这么多胡麻？！”“我明年得多种
点！”……在察右前旗固尔班乡大卜子
村村民委员会的小广场前，一堆人围在
中间，盯着磅秤上装满胡麻籽的纺织
袋，你一句我一语地接着话茬，红火的
场景与寒风瑟瑟的天气形成了鲜明对
比，音乐声回响在院子里，好不热闹。

大卜子村今天有什么喜事？记者
不禁问道。

“今天鑫龙清公司上门收购我们的
胡麻了！这不，我今年才种了4亩，刚
称了下才205斤。要知道一斤按2.75
元收，高于市场价0.25元哩，明年我一
定扩大胡麻种植面积。”贫困户李林与
记者分享着喜悦。

半个小时后，6户村民的胡麻籽全
部称完了。乌兰察布市鑫龙清生物有
限公司的大卡车上也装满了收购的胡
麻籽。大家格外兴奋，因为他们的胡麻
籽马上要变成红彤彤的钞票了。在村
委会的会议室里，村民们排成一队，全
神贯注地听着自己的名字。“贫困户武
蓝云2095元”，“来了，来了！”武蓝云接
到钱，又数了一遍，小心翼翼地把钱用
手绢包起来，刚要走时，鑫龙清的总经
理王占军急忙喊道：“大娘，贫困户还奖
励一桶油！您别只顾着拿钱。”哈哈哈，
在场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

谈起这次收购村民胡麻籽的活
动，王占军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这
完全得益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办
公室主任高树进的帮忙，自 2016 年
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定点帮扶察右前
旗以来，我们公司的产品就顺利进入
了全国人大机关食堂，人们拿起手机
一扫产品上的二维码就能购买，现在
我们的产品在推介的产品中销量已经
排到第二了！销量迅速上升，我就想为
家乡做点事，我找到高书记向他表
示，‘全国人大扶贫，我也要扶贫’，高
书记提议我将从国外进口胡麻籽改为
收购前旗农民的胡麻籽，于是我决定以
每斤高于市场价收购，并计划明年订单
10万亩胡麻籽。”

察右前旗是国家级重点贫困旗，现
有重点贫困村77个，其中深度贫困村
21 个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6415 户
13480人。截至目前，全旗仍有 14个
重点贫困村、4个深度贫困村，1213户
2562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为1.47%。

全国人大常委会用心用情抓定点
扶贫工作，派出干部挂职贫困县，高树
进被派来任该旗副书记后，与自治区督

导察右前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一起成
立了调研小组，先后5次深入该旗调研
指导工作，走进每个村每个贫困户，了
解贫困情况，精准施策。

调研小组了解该旗常年气候冷凉、
干旱缺水，种植的胡麻、燕麦等农产品
品质好，可卖不上好价钱，于是他们对
症下药破解难题。

今年，全国人大机关党组扶贫领导
小组办公室协调会议中心、机关工会和
老干部局与该旗达成定点采购协议，先
后 2 次定点采购该旗农畜产品 55 万
元。同时，开展“国贫旗察右前旗产品
进机关推介活动”，在全国人大会议中
心、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和机关干部职工
餐厅等6个机关餐厅设立专门展柜，展
示推介该旗8家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产品，进一步推动龙头企业与贫困户
建立长期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
困户长期受益。

“产品进入这么高规格的地方容易
吗？”记者疑惑地问，“确实也费了一点
功夫，为了把国贫旗的食品顺利地展示
给机关干部，各方协调后，制作了精美
的展柜，把咱们的东西更好地呈现出

来。”高树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历历在
目。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只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帮扶该旗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的一个缩影。全国人大机关党组不仅
在物质上给予关怀，更在情感方面给予
更多正能量，如利用公益人大公益善源
平台，针对贫困生的捐赠制定系列仪式
和活动，拍摄学生学习生活纪录片，在
全国人大机关和人民大会堂、会议中心
的电梯间、墙幕连续播放2周，鼓励干
部职工捐款、捐赠，仅2周多时间就捐
款41万余元，全额用于帮扶贫困生；又
邀请该旗新世纪小学16名贫困学生中
的5位，11月12号去北京“享受”了4天
的欢乐时光。

“我感觉北京好大啊！北京的叔叔
阿姨还给我们捐赠了书包和文具呢。
只可惜妈妈没有去，我长大要当医生，
把妈妈的心脏病治好。”仅有8岁的小
女孩王梦然说出这样的话，质朴中流露
了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据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
扶贫办还结对帮扶该旗150名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通过公益人大平台，给予
每人1000元帮扶资金，连续帮扶3年。

从捐资助学到人才、教育、资金、电
商扶贫等方面的扶持，一件接一件，小
事汇聚成大爱。如今，全国人大常委机
关又在为该旗争取马铃薯主粮化补贴
政策上升为全国人大议案、为境内黄旗
海湿地治理积极筹措资金、为创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出谋划策。

涓涓细流 汇聚大爱
——全国人大常委会包扶国贫旗察右前旗掠影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1.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
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
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

1 月 15 日，小朋友们在非遗年货
展互动体验区学习制作灯笼。当日，

“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2019 年
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货展”在内蒙
古展览馆举办，活动日期为 1 月 15 日
至 24 日。本次展览精选了与传统年
俗有关的近 100个非遗项目进行集中
展示，旨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脱贫攻
坚，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
非遗融入传统新春佳节，让记忆里的
浓浓年味在非遗传统中鲜活起来。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制作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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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