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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9日讯 （记者 白丹）
记者从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了解到，截至1月26日，自治区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共收到提案659
件，立案574件。

本次会议提案紧紧围绕自治区党
委、政府重点工作，紧扣推进高质量发
展、打赢“三大攻坚战”、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建设绿色内蒙
古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内容丰富，涵
盖广泛。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案

494件，集体提案80件。其中，经济建
设方面，提交提案180件。政治建设
方面，提交提案 50 件。文化建设方
面，提交提案68件。社会建设方面，
提交提案 223 件。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提交提案53件。

据悉，会议闭幕后，自治区党委、
政府、政协将共同召开提案交办会，集
中开展提案交办工作，明确全年工作
目标任务，加强提案协商与督办工作，
不断提高提案办理实效。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收到提案659件

本报 1月 29日讯 （记者 白丹
及庆玲）1月 29日，出席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了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委员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围
绕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
众司法需求，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持续深化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
强化作风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为我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保障。

让法治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是委员们讨论的热点。魏晋忠委
员认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全区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动各项工作，在破解执行难、扫黑除恶、
公益诉讼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改善了
全区的法治环境，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
了经济社会发展。塔娜委员认为，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应
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聚焦大局、服务大
局、保障大局，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化解社会矛盾、深化司法改革等方
面持续发力。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委员们建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加强法
治内蒙古建设，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持
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深
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官队伍和
检察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执法水平，为
改革发展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

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法检两院工作报告

本报1月29日讯 （记者 章奎）
1月29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确
认13件议案为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
会议大会议案。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议案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廉素主持会议，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施文学出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
间，代表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认真
履行职责，在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
间（1月28日12时）前，共收到代表
团和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30
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认真审查后，
关于制定 《内蒙古自治区学前教育条

例》 等 13 件议案案由明确、案据充
分、方案具体，符合议案立案条件，
建议确认为大会议案。

截至目前，大会秘书处还收到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519件。这些建议紧
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重大决策部署，从推动自治区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加快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多个角度建
言献策。大会闭幕前，代表还将陆续提
出建议、批评和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将于闭会后对收到的代表建议进行
集中交办，承办单位将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认真办理，并负责自交办之日起3到
6个月内答复代表。

13件议案被确认为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大会议案

李秀领，男，汉族，1962年12月生，
江苏铜山人，198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历史学博士学位，副教授。

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

1980.09—1984.07 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历史学专业学习

1984.07—1989.07 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助教、政治辅导员

1989.07—1995.03 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讲师、系党总支副书记

1995.03—1997.03 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副教授、系党总支副书记

（1993.02—1996.11南京大学历史
学系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专业学习，获
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7.03—1998.05 海南省外事
办公室新闻处副处长

1998.05—2000.03 海南省外事
侨务厅新闻处副处长

2000.03—2000.08 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新闻处副处长

2000.08—2001.12 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领事处处长

2001.12—2002.07 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2.07—2003.05 海南省委政
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3.05—2003.12 海南省委副
秘书长

2003.12—2005.06 海南省委副
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5.06—2007.05 海南省委常
务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05—2011.02 海南省万宁
市委书记（正厅级）

（其间：2010.03—2010.07 中央党
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1.02—2012.03 海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2.03—2012.08 海南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

2012.08—2016.10 海南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2016.10—2016.11 云南省委副书记
2016.11—2018.12 云南省委副书

记、省委党校校长
2018.12—2019.01 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党组书记
2019.01— 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秀领同志简历

狄瑞明，男，汉族，1962年10月生，
内蒙古丰镇人，1992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7年 9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
历，哲学硕士学位，工程师。

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机关党组书记。

1980.09—1984.07 内蒙古师范
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

1984.07—1987.09 西安冶金建
筑学院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09—1988.10 西安冶金建
筑学院教师

1988.10—1993.10 内蒙古党校

教师
1993.10—1998.10 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环保局党总支书记 （副
处级）

1998.10—2001.09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党委书记（正处级）

2001.09—2004.06 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1.04—2001.10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选派中青年干部赴美国俄亥
俄州辛辛那提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4.06—2006.11 内蒙古自治
区武川县委书记

2006.11—2008.07 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委
书记、主任

2008.07—2012.04 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秘书长

2012.04—2016.05 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6.05—2018.12 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机关党
组成员

2018.12—2019.01 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机关党
组书记

2019.01— 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厅主
任、机关党组书记

狄瑞明同志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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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狄瑞
明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关于同意狄瑞明同志

辞去常务委员的决定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同意魏军
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关于同意魏军同志

辞去秘书长的决定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主席：李秀领
秘书长：狄瑞明
常务委员（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
王恒俊（蒙古族） 石磊（蒙古族） 高志明 魏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秘书长、

常务委员名单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同意李佳
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关于同意李佳同志辞去

主席、委员的决定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政协各
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
十届八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和
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焦
各族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认真履行职能，通过提案积极资政建
言。

截至 2019年 1月 26日 12时，共
收到提案659件，经审查，立案574件，
不予立案85件，并案20件。在立案的
提案中，委员提案 494 件，占总数的
86.1%；集体提案 80 件，占总数的
13.9%。

此次提案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
聚焦中心大局。委员和提案单位紧紧
围绕自治区党政重点工作，紧扣推进
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民营经济发展、
建设绿色内蒙古等重点工作建言献
策，内容丰富，涵盖广泛，其中，经
济建设方面180件，占31.4%；政治
建设方面50件，占8.7%；文化建设
方面68件，占11.8%；社会建设方面
223件，占 38.9%；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53件，占9.2%。二是体现民生关
切。委员和提案单位坚持履职为民的
理念，情系民生福祉，用情反映群众
心声，更多关注与人民群众直接相关
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扶贫、
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短板和
实事，涉及民生提案382件，占总数
的67%。三是注重质量提升。从延长
提案报送时间入手，给提案者充分时
间认真调研、加强分析，保证了每一
件提案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从
源头上提高了提案质量。同时，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提案工作条例》
和 《提案审查工作细则》，审查程序
得到全面规范，立案标准进一步提
升，初审和复审工作把关严谨，确保
每一件提案内容精练、建议精准，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明显提升。四是坚持
统筹利用。对不予立案的提案，与委
员作了进一步沟通，对提案进行修改
和充实完善后，将作为平时提案及时
予以审查和转办；对内容相同和相近

的提案作合并立案处理；对符合作为
委员来信、社情民意信息条件的提案
作转案处理。

立案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主要
有全面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扶持绿色能源企业加快发展；
加强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营造民
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强化金融
监管统筹协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加快现代保险业发展；
振兴蒙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建设向
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扎实推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等。

政治建设方面主要有助推“放管
服”改革；有效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
进农村土地制度、经营制度和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等。

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有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中华文化内容列入学校
德育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
民族文化品牌；搭建内蒙古优质文化
资源网络平台；厚植草原文化根基，打
造诗意草原；深化“一带一路”文化交
流合作；乡村振兴中乡土文化的保存
及建设等。

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有关于解决结
构性就业矛盾；建立脱贫户返贫预警
机制；缓减城市拥堵和停车难问题；重
视学前教育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高养
老机构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公共信息
服务安全防范；加强德育教育，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完善我区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兜底，保障推进“一站式”即时
结算等。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有落实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加大农村
牧区面源污染治理力度；设立环境保
护公益诉讼基金；推进我区沿黄生态
经济带发展；强化市场机制，助推打好
我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倡导绿色出行
等。

会议闭幕后，自治区党委、政府、
政协将共同召开提案交办会，集中开
展提案交办工作，明确全年工作目标
任务，加强提案协商与督办工作，不断
提高提案办理实效。

对大会提案截止时间以后收到的
提案，提案委员会将按照规定程序及
时审查、交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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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王中和同
志代表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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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
年1月25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举行。

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
自治区主席布小林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出
席会议，参加分组讨论，听取委员发言，
与委员共商自治区发展大计。李纪恒书
记、布小林主席在委员联组讨论会上发
表讲话，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委员深受鼓
舞。会议听取并讨论布小林主席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讨论计划报告和财政报
告，听取并讨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体委员
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内容表示赞
同，并给予高度评价。会议审议批准王
中和同志代表自治区政协第十二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批
准其其格同志代表自治区政协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各位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认真行使委员权利，圆满完成了大会选
举工作，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内蒙古自
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秘书长和部
分常务委员。与会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提交提案、
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提出
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会议风清
气正、务实高效，是一次团结民主、求实
奋进的大会。

会议认为，2018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
党委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加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奋力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取
得新进展新成就。

会议认为，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履职
以来，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
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政府大

力支持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政协新部署新举措新要求，紧紧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履职为民，发挥团结联谊优势，党的
建设扎实有力、思想政治引领导向鲜明、
服务大局履职作用不断增强、凝聚智慧
力量更加广泛、协商民主建设成效显著，
谱写了政协事业的新篇章，实现了新一
届政协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
周年。在新的一年里，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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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深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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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在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切实抓好政协系统
党的建设、委员履职能力建设、专委会建
设、机关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推动新时代
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协和广大委员
要自觉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作出的决策
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切
实增强大局观念，进一步增强履行使命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聚焦
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
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新增长
极、稳投资补短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建设绿色内蒙古、建设文明内蒙
古等重大工作，更好地凝聚人心、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凝聚共识。

会议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各
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自治
区党委坚强领导和自治区政府大力支
持下，把握历史方位，锚定使命任务，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拓奋进，为自
治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
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和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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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议

（2019年1月29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1版 决定将代表联名提出
的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表，与主席
团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一并酝酿、讨论。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凯作的关于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社
会建设委员会的设立、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选表决办法及名单等草案的说
明，表决通过了设立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和社会建设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等草案，决定将
以上通过的决定、办法和名单等草案
印发全体代表审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永
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等4
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公布了内蒙古首批
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培育名单，以下小
镇荣列榜单：呼和浩特市奥威蒙元马文
化运动休闲小镇，旅蒙云商小镇，和林格
尔新区云谷小镇；兴安盟察尔森湖生态
休闲小镇；通辽市奈曼蒙中医药小镇；赤
峰市元宝山国际种苗小镇，巴林左旗契
丹·辽文化旅游小镇；鄂尔多斯市伊泰大

漠国际马产业文化旅游小镇，准格尔陶
瓷小镇，鄂尔多斯草原丝路文化康镇；巴
彦淖尔市河套·彤锣湾现代农业小镇；大
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大兴安岭满归
红豆康养小镇。

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
型城镇化的新抓手，是践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平台。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健全特色
小镇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工作部署，自治
区特公布以上特色小镇培育名单。

内蒙古首批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培育名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