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鄂尔多斯 11 月 27 日电
（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柏霆）
11月25日下午，自治区宣讲团成员、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文鸿先
后走进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哈沙
图村和康巴什区新北社区，宣讲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伊金霍洛旗哈沙图村，乌兰木
伦镇党委副书记、政法书记王新义在
听完宣讲后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

“作为基层干部群众，在基层综合治
理方面应该如何发挥好作用？”高文
鸿回答说，对于基层的党员干部来
讲，要全面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推
进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发展，树立人人
有责尽责、享有社会治理的责任意
识。

在康巴什区新北社区，社区党
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义昌就十
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坚持和完
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必
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对
如何推动落实构建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存在疑惑。高文鸿解答道：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

设，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内
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
建设，需要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工作
落实和创新，从基层群众制度化参
与的渠道、组织领导上形成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格局、社区服务方
面加强网格化建设、在治理过程中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各项工
作下沉等五个方面形成共识，确保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
以实现。”

达尔罕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
主任郭志征提问道：“《决定》中提出
要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
把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一个重
要举措，我们感到十分振奋，请问应
该如何理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怎
样推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高文鸿
说，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收入处于社
会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及其附近
区间的劳动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需要激发社会的活力，激发社区居
民的创造能力，坚持有质量有效益
的发展，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增添
强大动力。

确保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得以实现

——自治区宣讲团走进鄂尔多斯市
乡村社区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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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贾振宇你于 2014年 1月
离岗至今、李燕莺于 2014年
1 月离岗至今、靳啸于 2014
年 11月离岗至今、张雪峰办
理的停薪留职已于 2019年 3
月1日到期、张海霞办理的停
薪留职已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到期、闫丽娟办理的停薪
留职已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
到期、蔚俊英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调入后至今未上班、王
爱贤于2012年 8月子女置换
考入后至今未上班、牛亭办
理的自愿离岗已于 2015年 2
月6日到期、赵鑫办理的上学
请假已于 2016年 12月 14日
到期。

为严肃劳动纪律，强化
员工管理，规范用工制度，卓
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通
过公告方式通知贾振宇、李
燕莺、靳啸、张雪峰、张海霞、
闫丽娟、蔚俊英、王爱贤、牛
亭、赵鑫 10 名职工，限你们
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内回单位报到。如在规定时
间内未回单位报到，卓资联
社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卓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11月28日

卓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关于贾振宇等10名职工限期回单位上班的公告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李俊清的《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注册编号：蒙215070804000，证书编号：00144000）丢失，特此声
明。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任亮的《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注册编号：蒙215070804002，证书编号：00144002）丢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2018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自治区党委、
政府和公安部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
主力军作用，向黑恶势力发起猛烈攻
势。特别是今年以来，在中央扫黑除恶
第15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立行立改、
边督边改，持续推动破案攻坚，专项斗争
提档升级，取得重大战果。到目前，全区
公安机关共打掉各类涉黑涉恶犯罪组织
1087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65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206个、其他涉恶
团伙81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9286人，
破获刑事案件7314起。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力带动
下，全区刑事警情、治安警情持续下降。
今年1至10月，刑事和治安案件同比分
别下降3.8%、14.4%，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满意度不断攀升。我区公安机关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做法和成效，得到上
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充
分肯定了我区组建“猎鹰”突击队的做
法；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在督导

“回头看”期间，专题听取了重点案件侦
办工作情况汇报，给予高度评价；公安部
两次发出专电，对我区通报表扬。

一、以最高站位，勇担重大政治责
任。全区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引领，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的
系列重要论述，把能不能彻底地打掉黑
恶势力，作为对公安机关政治敏感性、对
党忠诚度的考验，摆在首要位置来抓，充
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推动专项斗争不
断向纵深发展。坚持统筹推进，将专项
斗争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有机结合，深入开展对黄赌毒和黑恶势
力听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

当“保护伞”问题专项整治；与打赢“三大
攻坚战”有机结合，严厉打击生态环境、
矿产资源、金融信贷、脱贫攻坚等领域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与净化政治生态有机
结合，坚决查处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
题和“保护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坚持用“四
看四亲”来衡量、压实各级公安机关“一
把手”扫黑除恶第一责任，要求各级公安
局长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看政治站
位、看责任担当、看斗争精神、看能力水
平，在专项斗争中亲自研究部署、亲任专
案组长、亲办重点案件、亲挖“黑财黑
伞”。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以厅长令、
督办令、提级令形式交盟市公安机关“一
把手”挂帅组织侦办，并实行销号制和责
任倒查制。自治区公安厅党委连续两年
部署开展了专项巡察，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

二、以最严要求，深化线索排查。全
区公安机关坚持多渠道摸排线索，组织
开展“宣传日”“宣传月”活动，深入基层
厂矿、社区企业张贴《关于在全区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告》，广泛动员群众
参与到专项斗争中来。坚持从日常警
情、高危人员等多条战线广泛收集线索，
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
了信息双向通报制度，注重从行政执法
中发现深层次、有价值线索。截至2019
年10月底，全区公安机关收集各类涉黑
涉恶线索25000余件，线索总量位居全
国前列。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公安机
关分别组建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线索
核查专班，集中部署开展问题线索“清
零”专项攻坚行动，对每条线索均实行定
专班负责人、定核查人员、定核查时限的

“三定”制度，压实责任，一查到底，全区

线索办结率已接近80%。对重大线索，
坚持主要领导领办、提级异地核查、严格
审核把关，对有案不查、查而不深、深而
不透的一律退回重查，落实追责问责制
度，提升了线索核查质效。经过四个多
月的精心核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交
办公安机关的 6296 件线索查结率达
99.98%，中央督导组高度评价我区公安
机关线索核查工作“查实有结果、查否有
依据”。对实名举报线索，民警主动见
面，当面核实举报内容，线索查结后及时
回访核查结论。对不属公安机关管辖事
项，认真解释并提供法律咨询。通过线
索核查工作，一批信访事项得以息访息
诉，一批矛盾纠纷得以化解解决。

三、以最猛攻势，持续破案攻坚。全
区公安机关分别提级侦办涉黑涉恶案件
引领破案攻坚，自治区公安厅成立“3·
15”专案组对通辽市冯强涉黑案提级侦
办，异地调警攻坚，一举打掉了通辽市妇
孺皆知的特大涉黑组织，打响了专项斗
争破案攻坚的第一枪。此案被列为全国
挂牌督办案件，今年6月14日在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冯
强被判处有期徒刑22年，其他23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18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专项斗争以来，自治区公安厅先
后对8个重大涉黑案件指定异地管辖，
有力地推动了案件迅速突破、打深打
透。公安厅和各地先后组建了33支“猎
鹰”突击队，专门负责重大疑难案件异地
侦查。突击队自建队以来，已先后核查
重大线索459件，侦办重大涉黑涉恶案
件77起，仅自治区公安厅就直接侦办了
包头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多个涉黑大
案，推动一些地区扫黑除恶“撕开了口
子”“揭开了盖子”。全区部署开展“猎
魔”行动等集中收网行动17次，对经营

成熟的涉黑涉恶团伙成员组织集中抓
捕。先后四次发布悬赏通告，对120名
涉黑涉恶在逃人员公开通缉，已抓获89
名，并先后从马来西亚、蒙古、老挝、柬埔
寨等国抓捕引渡回多名重大涉黑涉恶外
逃人员。今年11月11日，自治区再次
部署扫黑除恶“百日追逃行动”，法院、检
察院、公安、司法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
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全力
缉捕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截至目前，全区
134名目标逃犯已抓获52人。

四、以最强合力，推进深挖根治。全
区公安机关将“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和
案件侦办一同部署、一体推进，深挖彻查
黑恶势力幕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
底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打伞破网”方面，与纪检监察机关建立
联合办案机制，坚持点对点对接，对侦查
中发现的涉及贪腐和“保护伞”线索，在
主动查清违法犯罪事实的基础上，第一
时间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线索。专项斗
争以来，公安机关共打击处理涉黑涉恶
的公职人员和“两委”干部486人，移送
黑恶案件涉贪腐和“保护伞”线索489
件，各级纪委监委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1200余件。“打财断
血”方面，充分运用资金查控平台，强化
对涉案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
值的调查取证，全面加强与金融、税务、
市监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组织开展联合
执法检查，依法加大对涉黑涉恶财产追
缴力度，坚决查封、扣押、冻结涉黑涉恶
资产。截至目前，已查扣黑恶势力涉案
资产147.2亿元。自治区组建了黑恶犯
罪涉案财产处置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作
细则，全力推进涉案财产刑判决与执行，
决不让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五、以最大力度，推进平安建设。全

区公安机关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的总要求，严厉整治群众反映
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治安突出问
题，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坚持把
打击锋芒对准“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
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
财产的黑恶势力”，严厉打击农村牧区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先后打掉盘踞在农村
牧区的涉黑组织16个、“村霸”等恶势力
团伙148个。包头市侦办了刘某某等人
涉黑组织，该组织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操
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2009年至2018
年刘某某在担任青山区赵家店村村长、
党支部书记期间，非法倒卖、转让土地使
用权，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
等过程中煽动闹事，多次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甚至公然暴力抗法，横行乡里、欺
压百姓，可谓无恶不作。目前，该案已抓
获犯罪嫌疑人20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26起。全区公安机关还部署开展了矿
产资源、生态环境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专项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对盘踞
在这些领域的黑恶势力穷追猛打，先后
打掉了包头市李某某、呼伦贝尔市邵某
某、乌兰察布市赵某某、阿拉善盟马某等
一批盘踞在矿产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
涉黑组织。各地持续开展“黄赌毒”“黑
丑恶”专项整治行动、清查收缴非法枪爆
物品“百日行动”，严厉打击介绍强迫卖
淫、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制吸贩毒、涉枪
涉爆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以来，
全区涉黄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同比分别
下降25%、29%，打掉赌博窝点593处，
毒品刑事案件同比下降80.5%，充分体
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巨大带动辐射
作用。同时，收缴各类枪支2299支、各
类子弹61.8万发、炸药90240公斤、雷管
432480 枚、管制刀具 6.6 万把、弩 258

把。特别是自治区公安厅提级侦办，一
举破获了“8·23”特大涉枪专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20名，缴获各类枪支25支、子
弹1万余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
前夕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

六、以最高标准，提升办案质量。全
区公安机关坚持把办案质量作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生命线，组织开展专题培
训，学习贯彻“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的有关规定，严格把握黑
恶势力、软暴力、非法放贷的认定标准，
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
检验。各地编制《涉黑涉恶典型案例》，
通过以案释法，进一步强化办案民警法
律意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程序意识，
统一执法理念，不断提高依法严惩黑恶
势力的能力和水平。工作中，各地积极
加强与检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按照“分工
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原则，
定期召开“大三长”“小三长”会议，会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侦办情况、办案质量、
执法司法等问题，推进案件快侦快捕快
诉快判。各地采取领导领办、挂牌督办、
联合督办的做法，全力推进专案攻坚、提
高办案质效，仅公安厅就挂牌督办了62
起涉黑涉恶案件。

下一步，全区公安机关将对标中央
精神、督导要求和群众期盼，坚持以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深入学习
贯彻全国、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
会精神，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
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
放，进一步加强对重点疑难案件的专案
攻坚力度，再铲除一批根基深、实力强、
关系复杂的黑恶势力，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加强综合治理，彻底铲除滋生黑恶势
力的土壤，努力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全面胜利。

全区公安机关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发布词
（2019年11月27日）

今年以来，额尔古纳市税务局
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先行，为企业发
展搭好台，让减税降费唱好戏。

该局按照“抓党建，带好队，收
好税”的工作总要求，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深入企业、个体工商户、社区、工
业园区开展宣传辅导。针对纳税
人、缴费人理解认识偏差，加强对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重要决
策部署和指示精神的解读，突出落
实减税降费与依法依规征税、收费
关系的宣传，提高纳税人获得感。

该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办税
堵点，简并税种征期，减少申报次
数；简化表证单书，清理涉税（费）证
明，取消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

事项，规范办税流程；所有办税服务
场所实现“一窗通办”办税模式，综
合窗口可办理所有涉税、费事项，缓
解办税压力，提升办税质效，让减负
办税有速度，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
境。

为确保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
施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税务局在
办税服务厅设立减税降费专窗专
岗，对专岗专窗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既要详尽地对前来咨询的纳税人做
好辅导，又要帮助纳税人快速解决
疑难问题。在减税降费专窗专岗，
纳税人还可在税务人员“一对一”的
帮助下完成涉税事项办理，办税效
率大大提高，减税红包精准落地。

（夏爽 孙天哥)

额尔古纳市税务局提升服务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

福彩快讯

本报 11月 27日讯 福彩双色
球自11月10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开启一年一度的大派奖活动，派奖总
金额12亿元。同时内蒙古福彩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派奖配套活动“奖上加
奖”480万元双色球促销活动。

双色球全国12亿元破纪录大派
奖自双色球2019129期开始，计划连

续派奖20期，派奖奖金派完即止。内
蒙古福彩“奖上加奖”480万元双色球
促销活动于11月10日至12月24日，
彩民购买双色球单票票面额≥20元，
通过扫描内蒙古自治区双色球彩票票
面二维码，即可获得参与一次当天游
戏资格。正式活动期间共计派发390
万元奖励。

内蒙古福彩开展“奖上加奖”
480万元双色球促销活动

本报包头 11 月 27 日电 （记
者 刘向平）11月27日下午，自治区
宣讲团成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春林来到包头市九原区恒大社区，
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与
居民互动交流。

恒大社区居民王娜第一个站起
来提问：“除了医疗和养老外，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在完善社会保障方面
还有哪些新亮点？”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其中的一
个亮点就是民生为本，民生是最大的
政治，要把14亿人民的民生保障全
覆盖，不能有一个遗漏，统筹城乡，取
消城乡差别，统筹区域界线，实现全
国公平统筹，要对弱势群体实行兜底
保障，把医疗保险进一步推向惠民轨
道上来。”李春林回答。

话音未落，育才社区党委书记刘
艳花就提问：“如何以党建引领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李春林说：“要把党的领导和社

区的治理、服务结合起来，实行共同
治理，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员也要
发挥作用，人人有责，人人共享，还
要把自治结合起来，解决老百姓的
问题，让老百姓接受党的领导，感党
恩，跟党走，同时还要把德治和法治
结合进来，深度融合，形成治理共同
体。”

万达社区居民杨学钊接着问：
“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实现治理能力与
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问题很大、很
宏观，具体落实到我们社区、百姓身
上，究竟能得到什么？”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
现代化，总体来说，它是现代化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现代化不是
简单的物的现代化，也不是物质+精
神的现代化，还有治理现代化，包括
社区的治理，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
体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现代化程度强了，老百姓得到的
实惠就多了。”李春林说。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是基层的福音

——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包头市九原区
恒大社区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锡林郭勒 11 月 27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11 月 27 日下
午，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内蒙古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孙杰教授来到
锡林浩特市塔林社区，围绕解决高质
量就业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
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解读了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并就老百姓普遍关心的
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等问题进行了互
动交流。

孙杰教授讲得精彩，居民们听得
聚精会神。在互动环节，居民们争相
提问，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孙教授结
合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对每一个问题给出了深入浅
出的答案。

宣讲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孙
教授的报告内涵丰富、系统全面、鲜
活生动，令人深受教育和启迪，对学
习理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今天听了孙教授的宣讲，不仅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
更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世情、国情等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锡林浩特市巴彦
查干街道塔林社区退休教师、老党员
于忠华说。

塔林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马文林
表示，作为基层干部，我们一定要认
真学好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工作
中坚守制度、执行制度、遵守制度，不
断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各方面工作，
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锡林郭勒盟盟直机关党工委调
研员哈达说：“听了孙教授的宣讲，我
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领会和把
握又加深了认识。我认为，四中全会
是一次顶层设计，为我们今后怎样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四个自
信提供了遵循，也让我们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充满了
自信。”

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自治区宣讲团在锡林浩特市社区宣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乌海 11 月 27 日电 （记
者 郝飚）11月26日下午，自治区宣
讲团成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王立华先后走进乌海职
业技术学院和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办
事处，与在校大学生和社区党员群众
面对面深入交流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既是
一次把握规律、把握未来的理论学
习，也是一次坚定信仰、坚定方向的
党性教育。通过学习必将增强我们
对党的感情认同、理论认同和政治认
同。”在乌海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王
立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精彩的开
场白一下就引起了在座大学生的共
鸣。

宣讲刚一结束，几名学生就围拢
过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请教王立
华。“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制度？”该院
大二学生张富航发问道。“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走了很多弯路，我们在不断探索的
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条符合我们自

身实际且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那就
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此
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
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
度体系。”王立华作了回答。

随后，王立华还来到海勃湾区林
荫街道办事处，为这里的社区党员、
居民带去了“热乎的”宣讲解读。“宣
讲很接地气，把我们的制度优势讲
透了也讲活了，让我们这些基层宣
讲员收获不少，我将认真消化宣讲
内容，用群众愿意听能听懂的话语
进一步为基层群众传达好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宣讲结束后，林荫街
道办事处“银发宣讲团”团长肖挺喜
说。

“聆听完宣讲报告感到受益匪
浅，让我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和制度
自信，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我将继续
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实质，精心组
织备课，做好理论宣传与阐释工作，
确保让全会精神在党员干部中间入
脑入心、走深走实。”乌海市委党校科
研处讲师郭玉玉说。

让全会精神
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自治区宣讲团在乌海市宣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