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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以
下7名拟任干部进行公示。

一、公示名单
孙亚辉，1961年9月生，吉林大

学大学学历，高级编辑，中共党员，
现任内蒙古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
编辑，拟提任自治区直属事业单位
正厅级领导职务；

王登华，女，1964年9月生，中国
农业科学院研究生学历，农业推广硕
士，副编审，中共党员，现任乌兰察布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提任自治
区直属事业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

张晓东，1969年 10月生，中国
农业科学院研究生学历，工程师，中
共党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信息调研一处处长，拟提任自
治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王高原，1963年8月生，中央党
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自治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宣传
部副部长兼教育预防处处长，拟提任
自治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王久生，1965年4月生，西北民
族学院大学学历，经济师，中共党
员，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
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提任
自治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高晓红，女，1970年 2月生，内
蒙古大学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
代表联络处处长，拟提任自治区直
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张鹤，1966年7月生，内蒙古大
学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
处处长，拟提任自治区直属事业单
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二、公示时间
公示时间从2019年7月2日至

2019年7月8日。
三、受理方式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访、来函、

电话等形式反映上述公示对象的有
关情况和问题。为便于对反映的问
题进行调查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
提供有关线索，以及本人真实姓名、
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等信息，我们
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
务，及时反馈核实情况。

公示办公室设在内蒙古党政机
关办公楼401房间。

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9：00—
12：00

下午13：30—17：00
受理电话：（0471）12380
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2019年7月1日

关于对拟任干部进行公示的公告

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刘志贤）
7月 2日，2019 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
网上填报志愿本科提前 A 批艺术类
和体育类考生进行第一次志愿填报。
2019 年我区高考网上录取工作拉开
帷幕。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了解到，2019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继
续实行“动态排名、精确定位”的网报志

愿模式。网上录取工作分为8个阶段，
即本科提前A、本科提前B、本科一批、
本科一批B、本科二批、本科二批B、专
科提前和高职高专，预计 7月 30日完
成。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考
生及家长，要认真阅读招生计划和招生
章程对于统考总分、单科成绩以及身体
条件等要求；音乐类考生网报志愿时，

必须注意招生高校对于声乐唱法或器
乐种类的要求；前期已经填报军事、公
安等意向并入选参加政审、面试、体检、
体能测试的艺术体育类考生，若7月5
日 22：00前电子档案状态为“自由可
投”，才能参加本科提前A普通类的志
愿填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
愿，逾期不填报志愿者视为自愿放弃本
次填报志愿的权利。

此外，网报志愿时，考生要凭考生
号及密码登录“考生服务暨网上填报志
愿平台”。考生须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
号和密码等个人信息，以防止因密码泄
露造成损失或引起纠纷。

2019年高考网上录取工作2日开始

本报阿拉善7月 1日电（记者
刘宏章）6月 30日晚，额济纳旗在
达来库布镇阿拉腾陶来广场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建党98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红歌会。来自全旗的13支代
表队上千人参加了演出，近6000观
众观看。

当晚的阿拉腾陶来广场歌声嘹
亮、气势雄壮，台下掌声欢呼声不
断，气氛十分热烈，场面催人奋进。
《走向复兴》《歌唱祖国》《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草原上升起不落
的太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一
首首经典的红色老歌，唱出人们心
中的红色记忆，抒发了对党和祖国
的深情祝福，表达了永远跟党走、富
民强旗的坚定信念。

据悉，连日来，额济纳旗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高唱红色歌曲、参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举办知识竞赛、诗歌朗
诵交流会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
动，带领全旗广大干部群众回顾党的
历史，缅怀先烈，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共庆党的生日和新中国70华诞。

额济纳旗举办
大型红歌会

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白丹）7
月1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区
直宣传文化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警示教育会议。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出席会议。

警示教育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警
示教育片《初心的蜕化》，该片选取我区
部分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进
行深入剖析，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反面教
材，再次提醒广大党员要坚守道德“底
线”，不碰纪律“红线”，以案为戒，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砥砺前行。

会议要求，各区直文化单位要切
实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强化政
治担当，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不断
巩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各单位
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的主
体责任，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进一
步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宣传文化系统
风清气正。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
打好反对“四风”“四官”持久战、攻坚
战，营造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良好的政
治生态。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区直宣传
文化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警示教育会议
白玉刚出席

本报7月 1日讯 （记者 柴思
源）7月1日晚，在4个合唱团美妙的歌
声中，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国际
合唱联盟主办，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
承办的2019内蒙古国际合唱周在乌
兰恰特拉开帷幕。

据了解，2019内蒙古国际合唱周
突出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和权威
性，旨在弘扬“上海精神”，拉紧上合组
织成员国人文纽带，用歌声沟通情感，
用文化传承友谊。除了开、闭幕式的
合唱演出外，合唱团将走进内蒙古艺
术学院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展两场展
演，并举办国际大师讲座，由国际合唱

界指挥家传授世界先进的合唱理念和
方法技巧。

在开幕式演出中，来自国际合唱
联盟上合国家青年合唱团、葡萄牙埃
武拉民歌合唱团、哈萨克斯坦国家学
术爱乐室内合唱团和内蒙古民族艺术
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近百名演员
演绎的12个合唱作品精彩不断。由
18个国家的演员组成的国际合唱联盟
上合国家青年合唱团用蒙语唱的《八
骏赞》体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
俄罗斯民谣《我的花园》、葡萄牙民歌
《凋零的白玫瑰》等合唱精品让观众们
耳目一新。

2019内蒙古国际合唱周
在乌兰恰特开幕

本报 7月 1日讯 （记者 韩雪
茹）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助力
我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
展的“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
当”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7月1日在大
青山革命烈士陵园正式启动。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
玉刚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祭奠了革
命先烈并敬献花篮，白玉刚带领大家
重温入党誓词，并向采访团授旗，正式
拉开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帷幕。

从7月1日开始，自治区各级媒体
组建融媒体报道团队，按照心中有信
仰、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手里有

办法的要求，分赴全区12个盟市，深
入采访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举措成效，充
分挖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感人
故事，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
区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梳
理我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和“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取
得的成果成效，焕发全区各族人民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

自治区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及各盟市委宣传部，中央
驻我区、自治区媒体负责人以及采访
团成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白玉刚出席

本报 7月 1日讯 （记者 霍晓
庆）7月1日，自治区妇联组织机关和
直属事业单位的 11 个党支部，举办

“习语金句”诵读主题党日活动。11
名党员干部深情诵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坚定
理想信念的论述，全体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

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
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
的历史新篇章！”“为人民谋幸福，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
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员干部们
沉浸在“习语金句”中，回望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

“通过11名党员干部的诵读，大家
又一次原原本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发了大家强烈的

共鸣，使大家深受触动。”自治区妇联
宣传部部长莲花说。

“面对党旗，举起右手，重温入党
誓词的那一刻，我又一次深切体会到
了作为一名党员肩负的使命，作为一
名党员应有的初心！这让我更加深入
思考，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我们该
怎么做，才能让她们更多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我们要做什么，才能不辱
妇联干部的职责和使命。”参加诵读活
动的闫月迪说。

诵读“习语金句”庆七一

本报7月1日讯 （见习记者 袁
宝年）7月1日，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内蒙
古法院工作汇报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来自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5
个代表团的33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了
自治区高院扫黑除恶展览、诉讼服务中
心、执行指挥中心、智慧庭审等。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出
席汇报会并致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罗东川向人大代表通报了今年全国

两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情况。
据悉，在为期5天的视察活动中，

人大代表们还将深入全区中院、基层法
院、人民法庭等进行视察，深入了解、实
地感受内蒙古法院在完善便民机制、满
足多元司法需求、推进“基本解决执行
难”、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创新家事审判、牧区巡回法
庭和涉外法庭等方面的工作，并就加强
和改进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内蒙古法院
工作汇报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廉素罗东川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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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月 1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截至目
前，我区干旱以轻旱为主，干旱发生面
积43.87万平方公里。

据悉，旱情较重发生地区主要集中
在额尔古纳市、根河市、东乌珠穆沁旗、
苏尼特左旗等。与6月19日相比，干旱
缓解或解除的面积为46.2万平方公里，

占全区总面积的46.4%，主要分布在锡
林郭勒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中西部、阿拉
善盟中东部、呼和浩特市等大部地区；干
旱持续或加重地区面积为20.5万平方
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0.6%，新增干旱
面积为5.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5.7%，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
通辽市东南部、赤峰市南部。

我区干旱转为轻旱为主

本报呼伦贝尔 7月 1日电 （记
者 李新军）6月29日，备受瞩目的第
十五届中俄蒙展洽会合作项目推介及
签约仪式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举
行。为期5天的展洽会以“相约呼伦贝
尔·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来自中
俄蒙3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共25个
国家和地区的645个展商携琳琅满目
的特色商品云集亮相。

展洽会上，北京钓鱼台食品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哈铁集团等国内知名
企业与俄罗斯贝加尔矿业集团、蒙古
国阿西德有限公司及呼伦贝尔市企业
就矿产和石油开采、木材深加工、肉类

及水产品进口、教育器材及师资合作、
平行进口汽车等多个领域的项目进行
了洽谈。其中，中俄签约项目12个，
意向签约额达到39.2亿元人民币；中
蒙签约项目9个，意向签约额达到61.7
亿元人民币；中方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达成合作项目2个，意向签约额为
5.3亿元人民币。

展洽会由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贸
促会、呼伦贝尔市政府主办。此前已举
办14届，对于全面加强呼伦贝尔中俄蒙
合作先导区建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推动了中俄
蒙毗邻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海拉尔第十五届
中俄蒙展洽会成果丰硕

高考直通车

本报7月 1日讯 （记者 额
尔敦）7月1日上午，伊金霍洛旗委
组织部、旗直机关工委在旗人民政
府广场举行“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
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

党旗下入党誓词恢宏嘹亮，铮
铮誓言激励着在场的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爱党爱国奋
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
作贡献，建功立业新时代，为伊金霍
洛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我
和 我 的 祖 国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全体参加活动的党员在配
乐诗朗诵的引领下，唱响《我和我的
祖国》。

伊金霍洛旗举办
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满洲里 7月 1日电 （记者
李玉琢）在中国共产党第 98 个建党
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国首家以“国门
党建”命名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学
院——满洲里国门党建学院7月1日
揭牌开班。

满洲里国门党建学院于 2018 年
7 月筹建。2019 年 1 月 26 日，经自
治区党委批准设立并报中组部备
案。学院被命名为“内蒙古自治区

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是全国首家以
“国门党建”命名的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学院。

满洲里国门党建学院挖掘呼伦贝
尔丰富的红色历史内涵，整合呼伦贝
尔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立足满洲里
全国最大陆路口岸区位优势应时而
创、应势而立，是满洲里市委“国门党
建七个一工程”的重要成果和口岸城
市独具特色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

地，更是展示新时代呼伦贝尔党的建
设工作的重要窗口。

满洲里国门党建学院本部与14个
旗市区28个现场教学点同步建设，同
步开班，在呼伦贝尔形成了“由点到
线，由线及面”的党员干部教育矩阵。
揭牌仪式后，满洲里市委组织部与合
作单位代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扎
兰屯市、阿荣旗、鄂伦春旗现场教学点
7月1日同步开班。

满洲里国门党建学院揭牌开班

6月29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来临之际，草原英雄小姐妹龙
梅玉荣回到故乡，重温入党誓词，现场讲学，激励党员争做新时代先锋。

马俊杰 摄

草原英雄小姐妹
回家讲党课

7月1日，社区老党员正在绣党旗。当日，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小召前街街道办事处五塔北街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
展“迎七一 绣党旗”献礼活动，老党员、新党员和志愿者一
起绣党旗，颂党恩。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庆七一
绣党旗

7月 1日，阿巴嘎旗哈乐穆吉养老服务中心的 22
名老党员重温入党宣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之际，养老服务中心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养老院的
主题党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