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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1月25
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届八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
报告；审议通过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审议通
过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审议通过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彰自治区政协2018年度优秀提案；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14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机构改革实施意见》，自治区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更名为
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更名为自治区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政协农牧业委员会更名为自治区政协农牧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秘书长：魏军
副秘书长：尤丽霞 狄瑞明 孙福龙 周纯杰 金满仓 杨利民 温跃军

戴强 李相合 吕靖原 李凤斌 蓝峰 刘德 牛勇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2019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决定，增补乌云等 11 名同志为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乌云 乌恩 王恒俊 云维熹 石磊 白云松 李秀领 杨蔚东 洞阔尔

高志明 斯琴毕力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2019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免去奎巴特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职务，免
去姚云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职务，免去王健政
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

（2019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高志明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魏军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王恒俊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张殿生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
吴平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农牧委员会主任。
张海容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杨蔚东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贾付喜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农牧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职名单

（2019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决定，同意乔伟、柴永成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

乔伟、柴永成同志辞去委员的决定
（2019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赵曦）
1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普专家团
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团英
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嘉麒作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科普专家团由自治
区科学技术协会聘任组建，旨在引领
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使命，让科学惠及人民。

科普专家团共有团员 160 多名，

均有副高或以上职称，团员为内蒙古
自治区各大院校、科研院所、全区学
会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成
员单位专家。研究方向为农学、畜牧
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林学、心理
学、社会学等学科，专业领域有大田
作物栽培、草畜种质资源、良种繁育、
病害虫防治、畜牧养殖、消化内科、耳
鼻喉眼科、骨科、皮肤科、麻醉科、检
验科、中蒙医药、传统蒙医疗术等几
十个专业。

内蒙古自治区科普专家团成立
吴团英出席并讲话 刘嘉麒作报告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1月 15日，呼和浩特市为烈属、军属
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启
动，全区各盟市将陆续启动这项工作。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
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2018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
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
对光荣牌悬挂范围、工作原则等提出了
具体要求。自治区党委、政府也高度重
视退役军人工作，召开了全区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工作推进会，会上专门对悬挂
光荣牌工作作了部署安排。自治区退

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做好悬
挂光荣牌工作，对增强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荣誉感自豪感，激励现役军人
安心服役、精忠报国，积极投身强军事
业，推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全面提升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服务
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要求各盟
市要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
人事务厅关于做好为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通
知》，及时组织实施悬挂光荣牌，指导
旗县（市、区）结合开展送年画春联、走
访慰问等活动开展悬挂光荣牌工作。

我区为烈属军属和
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陈春
艳 张文强 实习生 安景璐）1 月
15 日，2019 年区直机关“博爱一日捐、
温暖千万家”春节送温暖活动在呼和
浩特启动。

活动现场，自治区红十字会向区
直机关参加“博爱一日捐”活动的单位
发放了价值近 50 万元的物资和 20 万
元人道救助金，支持各单位救助慰问
困难群众。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积极
动员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广
泛开展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活动，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帮
助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据了解，自 2006 年起，自治区政
府委托红十字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博爱一日捐”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募集善款，协助党委、政府开展
灾害救援和人道救助工作。13 年来，

“博爱一日捐”活动已成为社会各界献
爱心、特困群众得救助、干部职工受教
育的一项公益活动。

2018 年，自治区红十字会共接收
127 个 区 直 单 位 的 干 部 职 工 捐 款
450.62 万元，投入 200 万元为贫困患
者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1000 例；
救助区直机关单位大病职工 159 人，
发放救助金 34.3 万元；投入 70 万元，
救助巴彦淖尔、包头、乌兰察布等干
旱、洪涝灾区；投入 105.1 万元，在全区
设立红十字应急救护角 167 个、救护
点 110 个。

“博爱一日捐 温暖千万家”
春节送温暖活动启动

本报乌兰察布 1 月 15 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1 月 15 日，自治区副主
席包钢深入扶贫联系点兴和县调研慰
问，强调要精准实施扶贫政策，因地制
宜发展扶贫产业。

包钢一行先后来到兴和县鄂尔栋
镇头道脑包村贫困户孔香贵、耿全明
和 常 存 良 家 ，详 细 询 问 生 产 生 活 情
况，鼓励他们要自强自立，争取早日
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并代表自治区
党委、政府送去新春的祝福。随后又
深入鄂尔栋镇大坡底村贲红村调研
民俗旅游项目，并与相关部门召开座

谈会。包钢强调，要准确理解把握中
央 提 出 的“ 两 不 愁、三 保 障 ”目 标 要
求，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切实把各
项工作抓准抓实抓到位；要充分发挥
区 位 优 势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绿 色 农 牧
业、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及新材料产
业，助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
贫；要结合扶贫谋划发展，创新思路，
着眼长远，切实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持续巩固和扩大脱贫
攻坚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盼。

自治区住建厅负责人陪同调研。

包钢在兴和县调研慰问时强调

要精准实施扶贫政策
因地制宜发展扶贫产业

1 月 15 日，社区工作人员正在
为 中 老 年 人 讲 解 如 何 使 用 手 机 。
随着智能手机功能的不断拓展，为
了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学会使用智
能手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
路街道办事处迎宾南路社区开设
手机课堂，教授中老年人使用智能
手机上网、购物、出行⋯⋯让社区
中老年人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享受
科技带来的乐趣。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社区开设
手机课堂

■上接第 1 版 2018 年园区引进工业
项目 13 个，其中产业链延链、补链项
目有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 5.5 万
吨染料产业升级及配套项目、久泰 50
万吨乙二醇、开滦 40 万吨乙二醇项
目、内蒙古富世辉化工有限公司光稳
定剂 2.2.6.6-四甲基哌啶醇等系列产
品生产项目、内蒙古曜园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5 万吨/年橡塑及胶黏剂助剂生
产加工项目、内蒙古齐信能源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二硫化碳项
目、富世辉年产 1000 吨二氯烟酸项
目；光伏产业项目有保利协鑫（苏州）
新能源有限公司鄂尔多斯 5 万吨多晶
硅项目；环保产业项目有江苏美旗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准格尔）危险废物焚
烧与物化项目等，协议引资总额 493
亿元。

作为园区的建设者、亲历者，园区

在尹来义眼中大变样了：从规划时的
51 平方公里，到目前已形成工业园区
占地 140 平方公里、市政占地 30 平方
公里的规模；从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
建起了住宅小区、办公、金融、商务、医
院、矿业大学、职业中学、小学、幼儿园、
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等配套服务齐
全、功能完善的服务区；工业项目从无
到有，到目前达到 60 个。建成项目 36
个，在建项目 6 个，拟建项目 18 个。形
成煤制甲醇、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
二醇、煤制化肥等煤化工产能 460 万
吨/年，初步构建起门类齐全的现代煤
化工产业体系。2017 年，园区完成销
售收入513.7亿元，税收47.5亿元。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踏着新时代的鼓点，站在改革的
风口浪尖，勇立潮头的大路园区将再
展宏图！

现代化煤化工示范基地的前世今生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石向
军）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受
寒潮天气影响，15 日全区大部气温普
遍下降 4—8℃，局地降温幅度超 10℃，
大兴安岭地区出现-40℃以下极寒天
气。据预计，16至 17日，全区大部多云
转晴，气温开始回升。18至 19日，受新
一股冷空影响，全区大部气温下降 4 至
6℃，并伴有5级以上西北风。

18 日起，降温最剧烈的地区分布
在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其中，四
子王旗气温将降至-28℃，锡林浩特市
气温降到-26.3℃；多地气温下降 10℃
以上；呼伦贝尔的大兴安岭地区最低
气温降至-40℃以下，牙克石市伊图里
河镇、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最低温将
接近-41℃，出现极寒。降温的同时，
大部地区还伴有 5、6 级风力。

18日冷空气再袭我区

□杨旭珍

2018 年，因在脱贫攻坚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自治区扶贫办、通辽市库伦旗、乌兰察布市兴和
县等地区部门相关责任人被严肃处理，多名党政领导干
部受到追责问责⋯⋯一时间，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成为年度热议的话题。

脱贫攻坚战斗打响以来，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
脱贫攻坚监督作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践行“两
个维护”的具体实践，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精准
发力、重拳出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精心部署 重点督办 自觉担负起助力脱贫攻坚
政治责任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制约着扶贫政策和项目
资金的精准到位，啃噬群众获得感，是决战脱贫攻坚路
上必须坚决打掉的“拦路虎”。自治区党委以对党和人
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多次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听取进度汇报安排
部署工作。

向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看齐，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力度，确保党的好政策落到实处，纪检监察机关
责无旁贷，自治区纪委监委多次召开纪委常委（扩大）会
议、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中心组学习会等会议，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
重要论述，安排部署纪检监察机关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责任在肩、部署有力。近年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深入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一直
是自治区纪委全会报告部署的年度重点工作之一。自
治区纪委十届二次全会部署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自治区纪委十届四次全会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作出规划，逐年加大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的治理力度。

与此同时，自治区纪委监委新的常委班子组建以
来，主要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全区 31 个国家级贫困县、26
个自治区级贫困县开展调研，聚焦扶贫监督执纪问责，
认真查找与形势任务要求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

一以贯之的要求和持续不断的行动，彰显了自治区
纪委监委主动自觉的政治担当。据统计，2018 年，全区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共处置问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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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准靶心 精准监督 对胆敢向扶贫资金伸手者
严惩不贷

“谢谢你们，帮我要回了低保钱。”2018 年春节前
夕，面对纪检干部送上的 500 元低保费，乌兰察布市商
都县卯都乡新围村 70 多岁的村民粉德彪眼里溢出了泪
花。原来，靠低保为生的老人仅有的收入，被村党支书
蔺某据为己有，商都县纪委监委在“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这一问题后，给予蔺某党内警
告处分。

精准监督，是确保扶贫资金落实到位的必然要求，
也是发现问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自治区纪委监委把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作为维护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中之重，以“一抓到底”的决心，持续深入
地进行整治。近年来，自治区纪委以问题为导向，聚焦
集体“三资”管理、专项资金分配、惠民政策落实等重点
领域，对扶贫领域存在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进行集
中整治。按照“扶贫资金流向哪里，清理核查就跟进到
哪里”的要求，对扶贫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等关键
领域和重点环节开展了拉网式排查。

为切实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数字脱贫和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2018 年初，自治区纪委监委
成立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关于 2018 年至 2020 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将扶贫领域作风问题列入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综合整治，坚持“以事查人、以事立案”，着力解决
扶贫政策落实中的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严惩加曝光，放大震慑效应。2018 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共通报曝光了 922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典型案例，及时对胆大妄为觊觎扶贫资金者进行警示，集
中打捆式的通报曝光形成强大震慑。

强化督导 严肃问责 以铁的纪律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2018 年 4 月，呼伦贝尔市扶贫办与组织部调整部门结对帮扶贫困户任务，分

配市金融办包联的 28 户 60 人中，大多为深度贫困户，而市财政局只包联 1 户 3
人，而且已经基本脱贫。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开展“两个责任”督导工作中，发现呼
伦贝尔市政府统筹安排扶贫包联工作不细致不精准。随后，自治区纪委监委向其
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进行整改。

强化监督检查是推动脱贫攻坚政策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自治区纪委监委
把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督导作为有利抓手，以强有力的督责考责问责，督促
各级党委（党组）和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截至目前，
自治区纪委监委先后对全区 12 个盟市进行两轮督导，发现脱贫攻坚方面“两个责
任”落实不力问题 19 个，下达整改通知书 13 份。

上级有要求，下级有行动。各盟市、旗县（市、区）纪委监委也注重加大对党委
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的监督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定以来，全区共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力问题 3040 个，已督促整改问题 2994 个，
有效解决了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的问题，逐级压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把压力传
导到乡镇、责任压实到基层，打通“最后一公里”，正在由要求逐步变成现实。

政策的落实还需强力问责作为保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委、纪委以及相
关部门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上，落实责任不力的进行严肃追责。2018 年 3
月，赤峰市喀喇沁旗南台子乡政府在设施生态脆弱地区移民扶贫搬迁工程中把关
不严，责任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9 月，兴安盟扎赉特旗残疾人联合会就业部在未
对残疾人家庭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发放补贴资金，其负责人受到警
告处分；10 月，自治区扶贫办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和组织处理⋯⋯据了解，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定以来，全区共查处脱
贫攻坚责任落实不力问题 855 个，问责 1045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81 人，为脱
贫攻坚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以铁的

纪律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全区纪检监

察机关忠诚履职尽责工作综述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