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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鄂尔多斯 4 月 13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4月11日，2019中国甲醇、
聚烯烃市场高峰论坛暨鄂尔多斯市长
三角招商推介会在南京举行。来自长
三角地区和鄂尔多斯市的 300家企业、
商会和科研院所代表进行了深入交
流。推荐会上，达拉特旗与中科院扬州
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等4家企业
签订了总投资133亿元的合作协议。

本 报 包 头 4 月 13 日 电 （记 者
格日勒图）近日，中国二冶集团中标
S06 酒（泉）嘉（峪关）绕城高速公路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中标价
18 亿元，路线全长 59.76 公里，按照四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本报呼和浩特 4 月 13 日讯 （记
者 刘洋）2018 年，呼和浩特市认真
贯彻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完成
推广应用各类新能源汽车 2224 辆，折
合标准车 11024 台，完成既定目标的
294%，居全区各盟市之首。

本报呼和浩特 4 月 13 日讯 日
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黄合
少派出所接到一起由祭祀引发的火情
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组织救火，经
过 3 个 多 小 时 扑 救 ，明 火 基 本 被 扑
灭。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240 多亩，
未造成人员伤亡。 （翟艳海）

本报包头 4 月 13 日电 春耕备
耕时节，达茂旗人民法院希拉穆仁人
民法庭法官、书记员深入田间地头，在
涉农案件上狠下功夫，努力营造帮农、
扶农、为农工作格局。 （赵辉）

本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
文 明 实 习 生 石 瑶）4 月 10 日，
2019年全区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
暨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在包头市土默
特右旗启动。全区各地将围绕“放心农
资促提质增效 质量兴农惠万村千乡”
主题，组织农牧业科研、技术推广、执法
监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专家，下
基层、进村组、入农户，引导农牧民科学
购买、合理使用农资产品。

当前，我区备春耕生产已经自西

向东全面展开。截至目前，全区各地
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持平略降，化肥
价格持平略增，农膜价格持平。放心
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期间，全区各地
农牧部门将强化春季农资市场监管和
农资打假督查工作，保障种子、化肥、
农药等重点农资供应安全。自治区农
牧厅将组成 2 个联合调研组，结合各
地农时，自西向东开展农资打假指导
调研工作。

今年，我区制定并印发了农资打

假和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持续实施农药、“瘦肉精”、兽用
抗菌药、畜禽屠宰、水产品质量安全、
生鲜乳质量安全和农资打假等 7 个专
项治理行动。全区各地农资打假重大
案件查处率、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率将
达到 100%。据悉，截至今年一季度，
全区农牧系统累计出动农资执法人员
9700 余人次，印发宣传材料 13 万余
份，检查企业 5800 余个，查出问题 75
起，涉及金额5.5万余元。

全区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启动

本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梁亮）
4 月 12 日，自治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我区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相关情况。

据悉，今年1月31日，自治区党委、政
府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我区生态环境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
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案》将强化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
制，规范和加强生态环境机构和队伍建

设，建立健全高效协调的运行机制作为主
要任务，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下一
步，我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方案》任务要求，有力有序
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地，高质量完成自治
区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
制度改革任务，加快建立健全条块结合、
各司其职、权责明确、保障有力、权威高效
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提
供坚强体制机制保障。

自治区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相恒义 韩继旺

每天下午，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
巴音路社区大楼里就会传出乌拉特民
歌悠扬而舒缓的音乐声，这是苏龙嘎
民歌队的老人们在排练节目。

正在拉手风琴进行伴奏的维力斯
老人，曾是幼儿园老师。她退休后发
挥余热，组织社区周边有唱歌跳舞兴
趣的老人们成立了这支民歌队。

“我们这支民歌队组建已经 5 年多
了，共有 20 名队员，许多队员都是退牧
转移出来的牧民，平均年龄 65 岁，社
区为我们提供了排练场所，我们平时
自编自导自演的都是反映乌拉特民族
文化的节目。”维力斯兴致勃勃地介绍
说。

“去年我们在社区和旗文化局的
支持下，自办了一场春晚，整个晚会有
15 个节目，当时观众爆满，演出非常成
功。”老人对此特别自豪。

“今年我们以分角色表演唱的形
式，在巴彦淖尔市农牧民春晚上录制
演出了《乌拉特我的故乡》，展现了乌
拉特牧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节目民族
特色浓郁，演出形式新颖，赢得了观众
和编导的一致好评。希望我们表演队
今后有机会能够登上自治区的文化大
舞台。”

巴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魏志英
对老人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特别赞
赏：“老人们经常会来这里排练演唱，
也出去为社区和企事业单位演出，在
丰富自己老年文化生活、提高生活品
质的同时，也传承和弘扬了乌拉特文

化。”
乌拉特中旗地处祖国边疆，是一

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的民
族地区，有 13 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绚丽多彩、
特色鲜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通过积极挖掘
民族文化资源，鼓励支持民族文化的传
承、发展与创新，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
等跨界融合发展，让草原民族文化在这
片热土上百花齐放芬芳满园。

“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
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
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鸿雁》就改编自
乌拉特中旗民歌，这里也被誉为“内蒙
古鸿雁文化之乡”。

乌拉特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被称作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天籁
之音。

从 2003 年开始，乌拉特中旗组织
专人走访边境牧民、民间歌手等文化
传承人，搜集整理了近 500 多首民间歌
曲，出版了有蒙汉文歌词、曲谱的《乌
拉特民歌集》《乌拉特民歌第二集》。
在搜集整理过程中，确定了 15 名乌拉
特民歌传承人，同时通过举办民歌比
赛、成果展演，让年轻一代了解和传唱
乌拉特民歌，使濒临失传的乌拉特民
歌在草原上再次唱响。

在乌拉特中旗鸿雁民间艺术团的
器乐排练厅里，团长布特丽其其格正
在指导小学员演奏马头琴。这个有着
20 多名演职人员的民间艺术团体，常
年活跃在乌拉特草原文化演出市场。

在去年举办的“鸿雁”文化艺术节
上，鸿雁民间艺术团等 5 个民间团体共
同承办了专场文艺演出，给各族群众
带来了精心创作的《吉祥草原》《阿嘎
哈日啦》《赛拜努》等 13 个精彩纷呈的
节目，让现场的观众连呼过瘾。

布特丽其其格深情地说：“我们以
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为己任，平时通
过艺术培训、婚宴演出等筹措经费，置
办演出服装、道具，经常性排练储备的
歌舞节目有 20 多个，每年参加公益演
出有 20 多场。”

近年来，乌拉特中旗投入专项资
金对秦长城、阴山岩画等文物进行维
护修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传承，对濒危的乡土民间传统艺术进
行了抢救恢复。乌拉特蒙古族擀毡工
艺活动、乌拉特蒙古族祝寿宴习俗、沙
嘎游戏、蒙古族剪胎发习俗四个项目
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乌拉特中旗充分挖掘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2018 年，政府投
资 130 万元，将一座 1500 平方米的旧
办公楼改造成乌拉特民族文化产业创
意创新示范基地，免费为高校毕业生、

农牧民、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复转军人
等提供场地，鼓励支持他们发展民族
工艺品、民族服饰、毡艺刺绣、宝玉石
加工等民族特色产业。目前已吸引 23
家企业、商会进驻，带动 317 人就业。

乌拉特中旗按照巩固旗级、建设
镇级、发展村级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大
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投入，从政策上、
机制上引导和扶持群众性广场文化活
动。

全旗建成 10 个文化站、93 个文化
室、11 个文化大院、178 处文化广场、
21 个小舞台、59 个健身活动服务点，覆
盖了全旗各苏木镇（场）、嘎查村。扶
持 16 个文化户，成立了 10 个民间艺术
团、88 个广场舞队，全旗人均拥有体育
场地达 3.5 平方米。

每年 6 月至 8 月，乌拉特中旗都要
举办“鸿雁文化艺术节”，各苏木镇广
场舞台上也都会上演专场演出，蒙古族
舞蹈、原生态演唱、山曲儿等丰富多彩
的节目，不仅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也有力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促
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目前，全旗 12 个苏木镇（场）形成
了“一镇一品、一苏木一特色”的文化
品牌。海流图镇“广场消夏文化艺术
节”顾客盈门；石哈河镇高台梁文化源
远流长；巴音乌兰苏木“马文化之乡”
美名远扬；川井镇草原风情节吸引众
多游人；新忽热古城见证着边关烽火
岁月的沧桑，温更镇的红色水利文化
见证着艰苦岁月奋斗精神⋯⋯

如今，民族文化基因嵌入了乌拉
特草原广博深远的精神脉络，正在绽
放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乌拉特民族文化芬芳满园

本 报 4 月 13 日 讯 （记 者 赵
曦 王鹏）4 月 12 日，自治区团委、卫
生健康委、残联、扶贫办等部门联合微
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共同开展的 2019
呼和浩特微笑明天国际微笑公益行动
启动仪式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举
行，并将陆续为我区 178 名贫困家庭
唇腭裂儿童免费手术。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承办单位、
爱心企业颁发爱心牌匾，为志愿者代
表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活动，特邀请国内外医疗专家
为我区贫困旗县唇腭裂少年儿童开展免
费公益诊疗。还有国外医疗专家以志愿
者身份参加本次公益活动，开创了我区
医疗卫生领域国际志愿服务新篇章。

此次活动经过近 6 个月的筹备，
经过各级共青团组织、卫生健康系统、
扶贫办、民政、残联等部门共同努力，
初步建立起我区 178 名唇腭裂患儿登
记和治疗数据库。

178名贫困家庭
唇腭裂儿童

将获得免费诊疗

本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
执法行动，对人力资源服务活动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实施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
市场秩序，依法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
益。

此次执法行动对象包括依法成立的
劳务派遣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许
可或登记但实际从事职业中介和劳务派
遣等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组织或
个人、各类招工用人单位。执法行动内
容包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取得营业
执照和行政许可（含劳务派遣）、开展经
营活动等情况。对参与签订不实高校毕
业生就业协议、不履行审查信息义务、发
布歧视性招聘信息、哄抬或操纵人力资
源市场价格、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和

其他证件、非法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介绍
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就业、未经授权管
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以及收取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费用和拒收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等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对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通过组织劳动者非正常频繁更
换用人单位，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记入其诚信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对
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从事人力资源
服务涉嫌犯罪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执法行动还对用人单位直接招用
劳动者情况进行检查，加强对提供或发
布虚假招工信息、诱骗劳动者从事传销
活动、强迫劳动、违反规定将“乙肝五
项”作为体检项目，以及其他以招工为
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进行其他违法
活动的检查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我区集中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本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柴思
源 王磊）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内蒙古舞台美术学会承办的
第一届内蒙古舞台美术展在内蒙古展
览馆开幕。

展览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
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调动和
鼓励全区舞台美术工作者的创作积极
性，发掘优秀舞美人才，并为第四届全国
舞台美术展览储备优秀作品。参展作品

包含戏剧、音乐、舞蹈、文艺晚会等形式的
舞台美术作品，展示了近年来我区舞美
领域的创作成果。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大
舞美与创意设计、灯光艺术与技术等系
列高峰论坛和学术讲座。

内蒙古舞台美术学会秘书长代永
峰说：“舞台美术对文艺作品的烘托和
渲染架起了观众与表演者深度交流的
桥梁。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影音
特效的多媒体手段让舞台美术得到更
加直观、多样的展现。相信我区的舞美
工作者通过此次展览能够相互交流学
习，共同提升创作设计能力。”

第一届内蒙古舞台美术展在呼和浩特开幕
4 月 13 日，由自治区团委、自治区体育局等单位主办的“迎冬运助冬奥·青春印迹千人徒步”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

首府各企事业单位、高校、社会组织的 2000 多名徒步爱好者，以徒步健身的方式营造迎冬运、助冬奥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千人徒步展现青春印迹

本报通辽 4 月 13 日电 （见习
记者 薛一群 实习生 王晓飞）连
日来，在通辽市科左中旗架玛吐镇王
家窝堡村，数台拖拉机挂着搂膜机在
甜菜地里穿梭作业，随后废旧地膜被
成批装车运往回收点。回收站企业
负责人李百铮说：“我们负责全旗的
残膜回收任务，30 台大型搂膜机昼夜
不停作业，赶在春播前收完，不能影
响老百姓种地。”

在 科 左 中 旗 残 膜 回 收 加 工 企
业—— 尚 大 节 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台台设备高速运转，回
收的残膜经粉碎、清洗后，生成塑料
颗粒，作为生产滴灌带的部分原料。

“现在 13 台设备满负荷工作，每
天生产 400 卷‘迷宫式’滴灌带，能够
满足 2000 亩地的使用量。”公司经理
李跃新介绍，该公司年可生产覆盖 60
万亩农田的滴灌带和地膜，主要面向
通辽市以及辽宁、吉林等地销售。“眼
下我们正在加紧调试从以色列进口
的‘贴片式’滴灌带生产机器，节水增
产效果更好，废旧地膜的回收价值也
将更大。”李跃新说。

该旗从 2009 年开始推广膜下滴
灌节水技术，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利用
率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连续多年
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也导致了地膜污
染。

“残留在耕地中的地膜，不但污
染环境，还会降低耕地质量，影响农
作物产量、品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地膜回收清理工作刻不容缓。”科
左中旗农牧业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梅园雪道出地膜回收利用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科左中旗通过实施旱作农业和
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建设项目，
实现了 8 个苏木镇场 51 个嘎查村覆
膜耕地地膜机械回收及加工利用全
覆盖，地膜回收利用已形成一条产业
链。去年秋季，通过项目的扶持带
动，回收地膜 12 万亩，预计产生废膜
420 吨，地膜回收率达 85%以上。

科左中旗地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

本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4 月 13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林少春深入锡林郭勒盟锡林浩
特市街道、牧区、司法部门和基层派出
所，调研扫黑除恶、社会综合治理、矛盾
纠纷化解和便民法律服务等工作。

调研中，林少春先后来到宝力根苏
木牧民家、锡林浩特人民调解中心、锡
林浩特市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锡林
浩特市公安局宝力根派出所及爱其乐
牧民养老院，实地调研基层调解办理、
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便民法律服
务工作，深入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
执法办案有关工作进展。

林少春对锡林郭勒盟社会综合治理、
基层司法行政改革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战果表示认可。他强

调，各级党组织和政法机关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清醒认识我区政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全
面强化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把中
央、自治区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工作中、体
现到行动上，扎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要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始
终围绕政法工作的主责主业履职尽责，确
保党中央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坚决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深挖黑
恶势力“保护伞”，落实“打财断血”措施，做
到敢打、真打、深打、严打，打的彻底到位；
要进一步健全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秉承以
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治安防范措施
延伸到群众身边，覆盖到每一户，真正让人
民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林少春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时强调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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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 自治区纪委监委政策
法规研究室副主任关雅红表示，这是自
治区纪委监委严查诬告陷害信访举报
行为，为担当干事的干部撑腰鼓劲的一
项具体措施。

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制定文件，明确
处理诬告陷害信访举报行为。兴安盟科右
前旗纪委监委在乡镇举办“向诬告陷害者
亮剑 为干事创业者撑腰”主题宣传活动。

“让清白者清白，为担当者担当”，
已成为自治区改革创新进程中最鲜明
的导向。

自治区纪委监委还印发《关于鼓励
实名信访举报的办法（试行）》，引导群众

依法、有序、如实举报。各盟市、旗县纪检
监察机关也相继推出具体措施，组织开展
各类宣传活动。“我们督促各级党委（党
组）主动承担起教育、管理和监督职责，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检
举权和控告权，坚决抵制诬告陷害行为，
对诬告陷害信访举报查处和干部澄清正
名工作落实不力的，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自治区纪委监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不少基层干部发出感慨：“有组织撑
腰，更要甩开膀子放心干！‘澄清正名’给
敢干事的干部吃下‘定心丸’，提升了‘干
事者’奋力拼搏的活力。”

“有组织撑腰，更要甩开膀子放心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