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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的朋友们：
推进内蒙古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对保障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
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全区上下的共
同努力下，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全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绿
色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第九次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 ，全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22.1%，较2013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森林面积3.92亿亩、森林蓄积量15.27
亿立方米，分别增加1905万亩和1.82
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4%，比 2012 年提高了 4 个百分点。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湿地面积保持在 9000万亩以上；
2018年底，全区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达80%，较2014年提高
40.8个百分点。

——产地环境净化深入推进，农
牧业生态资源保护持续加强。2018年
以来，全区化肥、农药使用量由零增长
转向持续负增长。今年，全区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4.5%，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80%、地膜回收率72%，分
别较2017年提高2.5个、6.3个和12个
百分点。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采
取多种措施提升耕地质量，建设集中
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3867万
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从上世纪70
年代末不足0.35提高到0.543，接近全
国平均水平。

——农牧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
高，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绿色特色产
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农牧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5%以上，较
2013年提高5.5个百分点；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稳定在 98%以上、畜禽良种化
率达到95%以上，分别提高3个和4个
百分点；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
点。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用
标企业达到 1222 家、产品总数 3623
个、总产量 1400多万吨，有机产品产
量居全国首位。农牧业生产连年丰
收，今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730.6 亿斤，
居全国第 8位；预计肉类总产量达到
260万吨左右。牛奶、羊肉、羊绒、草业
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内蒙古每年净调
出粮食2000多万吨，具备每年稳定向
外调出500万吨牛奶、150万吨肉类的
能力，全国消费市场近1/4的羊肉、1/5
的牛奶来自内蒙古，是名副其实的全
国重要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

——品牌建设提质增效，引领农
牧业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全区注册
地理标志商标达到 125件，“蒙字号”
品牌越叫越响，天赋河套、兴安盟大
米、锡林郭勒羊肉等区域公用品牌越
树越亮，“内蒙古味道”香飘万里，通辽
黄玉米、科尔沁牛、乌兰察布马铃薯3

个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百亿元。今
年，全区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农畜
产品加工企业预计实现销售收入357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59%；农畜产品
加工转化率提高到64%。培育形成了
乳业、玉米 2个千亿级产业，肉牛、肉
羊、马铃薯、杂粮、小麦、向日葵、羊绒、
蔬菜和草业9个百亿级产业。

——农牧民收入稳步增长，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2013年以
来，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
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由8596元
提高到 13803元，增长了 53.6%，年均
增长 9%。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深入推
进，累计实施危房改造85.9万户，街巷
硬化里程近12万公里，新建和改造提
升农村牧区卫生厕所 75.9 万户，近
8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
理，27个旗县梯次推进污水治理，清理
农村残垣断壁3万余处，村庄绿化率达
26.4%。

这些年来，重点做好了以下工作：
（一）坚持生态优先，全面推进生

态保护和建设，养护和修复农牧业生
态系统。近年来，全区造林绿化面积
年均保持在1000万亩以上，占到全国
年均造林面积的九分之一。全区10.2
亿亩可利用草原落实禁牧和草畜平
衡，划定基本草原8.84亿亩，人工种草
面积连续多年稳定在 3000 万亩以
上。以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为依托，实
施沙漠边缘林草锁边工程，五大沙地
林草盖度均有提高，沙地向内收缩。
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
示，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

“双减少”，与第四次监测结果比，荒漠
化土地减少 625 万亩，沙化土地减少
515万亩。河湖长制全面落实，设立四
级河湖长15896人，履行河湖长职责，
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加大地下水超
采区治理力度，实行取水总量、水位、
机电井数量、用途、水质“五控”管理，
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任务完成近 80%。

“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力度持续加大，
呼伦湖、乌梁素海水面面积和水量恢
复到合理区间。岱海退灌还水和生态
补水工程取得积极成效。全区生态环
境的改善，为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二）坚持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相
协调，优化农牧业生态空间布局，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认真落实农牧业功能
区划。去年以来，划定粮食生产功能
区5334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1256万亩，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9个。按照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调
整优化种植业结构，2013年以来，压减
冷凉、干旱地区高耗水籽粒玉米332.9
万亩，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667.8 万亩；
推动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扩大青贮和
优质苜蓿种植面积1520万亩和562万
亩。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形成“五大
奶牛养殖区”“三大肉羊养殖区”“两大

肉牛养殖区”和“绒山羊品种资源保护
区”，牛羊养殖大县达到 66个。大力
发展牧区生态家庭牧场和农区标准化
规模养殖，全区规模化养殖场 9.5 万
个，畜禽养殖综合规模化率达 60%以
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三）推进产地净化和资源节约高
效利用，加快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生态保育型农牧业。加大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力度，比国家要求提前三
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严格
落实秸秆禁烧制度，大力推进秸秆全
量化综合利用；依法强制使用符合标
准的加厚地膜，以旗县为单位开展地
膜使用全回收，消除土壤残留；在 57
个畜牧旗县整旗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大力发展节水农业，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达到 2755 万亩。加强耕
地资源保护，实施耕地休耕轮作试点
项目 600万亩、保护性耕作面积 2104
万亩，累计完成盐碱化耕地改良项目
150多万亩。落实秸秆还田、增施有机
肥、畜禽粪污还田、种植绿肥等措施增
加土壤有机质，提升耕地肥力。坚持
水、田、林、电、路、渠、农技“七配套”，
建成一大批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
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农畜水
产品总体合格率连续7年稳定在97%
以上。

（四）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建
设，促进产业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加
快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截至目
前，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人数达到9.5
万人、家庭农牧场发展到 1.9 万个，注
册登记农牧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8.1 万
个。自治区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到 638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46
家。盟市级以上产业化联合体达到
320家，其中自治区级示范联合体135
家。加快推进标准化、规模化、集约
化。全区农作物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
6145.6 万亩、标准化养殖牲畜存栏
3838.8 万头只。“一村一品”专业村镇
达到 718个，其中国家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82个。大力创建现代农牧业
产业园，10个旗县被认定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支持22个旗县实施优势
特色主导产业示范乡镇建设。绿色特
色产业茁壮成长，农畜产品加工业蓬
勃发展，形成年加工转化粮油2400万
吨、牛奶1000万吨、肉类300万吨、羊
绒2.2万吨、马铃薯360万吨的生产加
工能力。近年来，坚持把绿色有机品
牌创建作为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龙
头和关键来抓，锡林郭勒羊肉、科尔沁
牛、乌兰察布马铃薯、兴安盟大米、河
套向日葵、赤峰小米、呼伦贝尔草原羊
肉、鄂托克阿尔巴斯绒山羊、乌海葡
萄、达茂草原羊、敖汉小米等 11个特
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 2019 中
国农业品牌目录。

（五）促进农牧民增收和生活质量
改善，让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农牧民。2013年以来，不断巩固完
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大力推广龙头
企业与农牧民的股份合作型、订单合
同型、服务协作型、流转聘用型、产业
化联合体等利益联结模式。截至目
前，农企利益联结比例稳定在 82%以
上，紧密型联结比例达到54%，260余
万农牧民在产业化经营链条中受益。
全面开展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基
本完成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和街巷硬
化，正在扎实推进厕所改造、垃圾污水
治理、村庄绿化美化等。

发布会期间，自治区水利厅副厅
长赵忠武、自治区农牧厅副巡视员王
雨锋、自治区林草局副巡视员东淑华
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我区农
牧业绿色发展有哪些亮点？

王雨锋：第一，坚持“量水而行”，
破解产粮又缺水矛盾成效明显。一是
制定实施农业高效节水行动计划，
2019年建设高标准农田 500万亩、高
效节水 215 万亩，全区建成高标准农
田3867万亩，高效节水2755万亩，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提 高 到
0.543。以通辽为例，建成以浅埋滴灌
为主的高标准农田518万亩，节水5亿
立方米、增粮9亿斤。二是制定《农牧
交错带量水而行协调发展总体方案》，
在 29个旗县区科学退耕、退灌，发展
饲草产业，力争2020年退灌农田62.6
万亩，退耕还草改饲238万亩，农牧交
错带植被综合盖度实现60%。

第二，农牧业面源污染防控水平
稳步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提前完成
《自治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0年任
务目标，全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78%以上。实施控肥增效、控药减
害行动，开展减肥增效示范132万亩，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1亿亩，实施农作物
病虫害统防统治4200万亩、绿色防控
4300 万亩，全区化肥使用量 217.7 万
吨，同比减少 5.1 万吨；农药使用量
1.94万吨，同比减少497吨，继续保持
负增长。积极推进秸秆地膜综合利
用，全区秸秆有效利用率达83.5%，项
目旗县当季地膜回收率达 80%。以

“一湖两海”农牧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为例，在乌梁素海持续推进化肥农药
负增长，2019年减肥7100吨、减药65
吨；在岱海实施 8.8 万亩水浇地改旱
地；在“一湖两海”流域内整建制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综合利用率达
到81.6%，高于全区3.6个百分点，流域
内农牧业面源污染程度明显降低。

第三，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初
见成效。强化技术服务，牵头制定了

“厕所革命”等5项指导意见和 9项技
术指南，明确了建设标准、技术规范，
让基层干部群众有规可依、按规建
设。推进“厕所革命”，启动实施“十县
百乡千村”示范工程，投入 5.88亿元，

分一类、二类、三类县梯次推进，新建
和改造户用卫生厕所21.19万户，卫生
厕所普及率提高 6.3 个百分点，达到
22.4%。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农村
牧区生活垃圾 98.7 万吨，嘎查村内水
塘2573个、沟渠2.6万公里，残垣断壁
3.7万处，村容村貌整体得到改善。

记者：在促进农牧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中如何做好“水”的文章？

赵忠武：水利是农业的基础。近
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农田水
利建设，农牧业用水条件得到大幅改
善，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同1980年相比，全区规模以上机电井
由 1.61 万眼增加到 43 万眼，水库由
339 座增加到 598 座，蓄水能力由 60
亿立方米提高到近 110 亿立方米，农
牧业灌溉面积由 2706 万亩增加到
5725万亩，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粮食
产量由 79亿斤增加到 730.6 亿斤，增
长了8倍多。同时，积极发展农业节水
灌溉工程建设，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亩均用水量逐年下降，农牧业用水
效率大幅提升。特别是2013年以来，
进一步加大高效节水工程建设力度，
自治区粮食产量增长了 46%，农业灌
溉用水量仅增长了4.6%，以用水量的
微增长支撑了农牧业的快速发展。

记者：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
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自治区林草
局是如何加强工作力度的？

东淑华：一是全面推进林草生态
修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年均完
成林业生态建设1200多万亩，其中新
造林860多万亩，居全国第一位；完成
人工种草 1500 万亩，居全国第一位。
国家重点生态工程深入实施，累计完
成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任务 4044
万亩，居全国第二位；完成草原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任务4868万亩，居全国第
一位。特别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
40年来，我区共完成建设任务1.13亿
亩，占国家“三北”工程建设任务的四
分之一，居全国第一位。持续开展重
点区域绿化，累计完成造林 1232 万
亩。

二是加大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力
度。认真总结推广“库布其沙漠治理
模式”，发扬“库布其治沙精神”，依托
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工程，持续开展防
沙治沙，承担全国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的 40%，年均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200多万亩。

三是切实加强林草资源保护管
理。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年
停伐木材产量 151.2 万立方米。严厉
打击涉林涉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了
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毁林开垦专项整治
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森林草原火灾受
害率稳定控制在国家指标以内，有害
生物得到有效防控。

记者：我区在推动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中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雨锋：第一，农牧业生产能力稳
步提升。2019年，粮食增产 20亿斤，
达到730.6亿斤；肉类总产量预计达到
260万吨，牛羊肉产量居全国首位，外
调 150 万吨，作为产销平衡区净调出
生猪 39.5 万头，为国家猪肉稳供保价
做出贡献；奶业实现恢复性增长，牛奶
产量居全国首位，伊利、蒙牛世界排名
第8位和第10位。

第二，农牧业区域布局和生产结
构不断优化。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5295 万亩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1300万亩；全区粮经饲比例达到65.9：
18.3：15.8；形成了玉米、马铃薯、奶牛、
肉牛、肉羊、饲草等 16个优势特色农
畜产品产业带。

第三，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全区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农畜产品
加工企业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3570 亿
元，增长7.5%；完成增加值1002亿元，
增长7.6%；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预计
达到64%；新增国家级龙头企业8家，
达到46家，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达
到600家。乡村特色产业和产业融合
发展稳步发展，9个乡镇苏木开展农牧
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22个旗县实施
优势特色主导产业示范乡镇项目；新
增最美休闲乡村9个，新增 10个国家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达到82个，“一
村一品”专业村镇达到 718 个。农牧
业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新型职业农牧
民达到 9.5 万人，家庭农牧场达到 1.9
万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示范社达到8.1
万个。

第四，科技支撑水平不断提升。
强化供种能力，审定主要农作物新品
种109个，四子王旗、察右前旗和牙克
石市被确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
建设高标准良种繁育基地30万亩；区
内培育的2头荷斯坦种公牛排名进入
国际前100名，5头进入国内前20名，
乳肉兼用西门塔尔牛、三河牛种公牛
质量继续提升；积极落实白绒山羊、双
峰驼、乌珠穆沁羊国家保种任务，启动
1.5 万匹蒙古马保护措施。标准化生
产持续扩大，主推绿色生产标准和技
术规范 221 项，带动小农牧户按标生
产，农作物标准化面积达到 6145.6 万
亩，标准化养殖存栏达到 3838.8 万头
只。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5%，
预计高出全国15个百分点。农牧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以上。

第五，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
断提高。实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能力提升行动，建设 214 个标准化乡
镇监管站，杭锦后旗等 6个旗县被认
定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推行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挂钩机制，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 8.7 万余人次，销毁
问题产品 1.16 吨，定量监测农畜产品
1.66 万批次，全区农畜水产品监测总
体合格率连续7年稳定保持在97%以
上。

内蒙古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自治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情况

压减规范行政权力事项，是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
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
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简政
放权、破解服务群众“最先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有效手段。
2019年 12月 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
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公布自治区
本级权责清单（2019年）和取消下放行
政权力事项目录的通知》。为营造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舆论氛围，宣传
深化改革的经验做法，促进公众对行
政权力压减工作的了解，日前本报记
者就自治区行政权力压减工作进展情
况和下一步具体部署安排专访了自治
区政务服务局局长鲍建中。

记者：什么是行政权力？都包括
哪些？为什么要实行权责清单制度？

鲍建中：行政权力，是指行政机关
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法作出的，
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
务的行为。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
监督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
裁决以及其他行政权力。推行地方各
级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是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具
有重要意义。

记者：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什么开
展行政权力压减工作？

鲍建中：压减行政权力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放管服”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特别在今年全国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上，要求
各地区进一步压减行政许可，推动简
政放权向纵深发展，持续为市场主体
松绑、铺路。同时，压减行政权力是我

区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些与发
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今年以
来，自治区召开多次会议安排部署“放
管服”改革工作，自治区领导多次专题
听取“放管服”改革工作汇报，并在多
个场合对推进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
境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只有把该减
的权力逐步减到位、该放的权力还给
市场和社会，才能让市场充满干事创
业的机会，让市场主体充满活力和激
情，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促进自治区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行政权
力压减工作整体情况？

鲍建中：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5次常务会议关于进一步压减自治区
本级权责清单的要求，2019年 7月以
来，在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
管服”改革协调小组领导下，由自治区
政务服务局牵头，自治区党委编办、司
法厅参与，开展了自治区本级权责清
单梳理压减工作。此项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为顺利推进压减工作，经学习
考察广东、浙江等先进地区经验做法，
在充分研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基础
上，自治区印发了《进一步梳理压减自
治区本级行政权力工作方案》，明确了
主要任务即围绕简政放权、推进执法
重心下移，结合机构改革后机构职能
调整、法律法规立改废、国务院取消下
放行政许可事项等实际情况，对自治
区本级权责清单进行梳理压减，实现
能压尽压。随后召开压减行政权力工
作调研培训会，进一步解读了压减工
作原则、方法、要求等，统一了思想认
识和政策口径。8月底，根据机构改革
后机构职能调整、法律法规变化等情
况，组织工作力量对机构改革后涉及
的39个部门的行政权力事项进行梳理
调整，实现了权力归位。在此基础上，
各部门提出了对本部门权责清单的初

步压减意见，经过初审、复审、自治区
党委编办和司法厅合法性审核和审核
确认等环节，11月11日，自治区人民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本级权责清单（2019
年）》。自治区本级 3278 项行政权力
压减为947项，压减比例为71%，取消
下放（含执法重心下移）行政权力1364
项。通过取消和下放行政权力，对行
政权力重新进行调整和归位，做到“还
权于民”“还权于基层”，自治区本级实
现了“权力瘦身”，为自治区进一步提
高政务服务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至
此，自治区人民政府本级行政权力压
减工作圆满完成。

记者：本次行政权力压减工作有
什么特点？

鲍建中：一是组织协调有力。自
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放管服”
改革工作，几次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必
须把深化放管服改革摆在重要位置，
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15次常务会议就进一步压减自治区
本级权责清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各部门必须下决心，能取消下放的
必须取消下放，保留下来的要拿出充
分理由。二是部门高度重视。各相关
部门迅速行动，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
政府决策部署，按要求、按时限圆满完
成各自工作任务。三是充分沟通协
作。为推动压减工作顺利开展，积极
与39个部门充分沟通对接，采取现场
审、集中审、上门审等方式，对事项较
多的重点部门开展了集中审核，主动
赴文化和旅游、农牧、交通运输、林草
等部门讲解政策要求，面对面逐项开
展压减工作。四是工作流程规范。为
深入推进压减工作，印发了《关于做好
压减自治区本级行政权力复审及后续
相关工作的通知》，细化了审核标准、
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所有部门提交
的复审意见均由自治区党委编办和司

法厅进行合法性审核并依法修改。
记者：这次压减工作的原则是什

么？
鲍建中：这次压减工作主要围绕

六个原则开展。一是对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要求的权力事项予以取消。二
是对国务院决定取消的权力事项予以
取消。三是除法律法规明确审批层级
或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人民生命健康
财产安全等事项外，将直接面向群
众、量大面广、由基层实施更方便有
效的审批事项予以下放。四是将基层
一直在执行，自治区本级基本不执
行，且法律法规规章并未明确必须由
自治区级执行的行政权力，予以执法
重心下移。五是对不符合《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基础清单编制规范》的事
项，一律不编入权责清单。六是对根
据法律法规等规定能够合并的事项进
行合并。

记者：这次压减工作有何创新之
处？

鲍建中：一是清单管理创新。针
对压减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对虽有法
律法规依据，但近年来因没有管理对
象或在实际工作中不行使的部分行政
权力事项进行冻结，不再列入权责清
单，如确有需要按照程序启动；进一步
规范行政权力类别，参照国家政务服
务事项和监管事项有关要求，将“行政
裁决”从原有清单中其他行政权力类
别中单列出来，将原有清单的行政强
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个类别合并
为“行政强制”类别，使得清单更为规
范；在梳理时全面参照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国家政务服务事项和监管事项
等，确保权责清单编制科学、规范。二
是压减方式创新。此次压减工作更加
注重贴近部门工作实际。一方面积极
推动基层一直在执行，自治区本级基
本不执行，且法律法规规章并未明确
必须由自治区级执行的行政权力事项

执法重心下移。另一方面对自治区地
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设定的权力事项
进一步梳理，将其中不符合当前改革
要求的事项进行及时清理，要求不符
合“放管服”改革要求的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进行修改。

记者：下一步计划开展哪些相关
后续工作？

鲍建中：一是按照自治区人民政
府要求，做好取消下放（含执法重心下
移）行政权力事项移交承接工作，确保
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对取消下放
的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二是按
照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要求，将自治区保留的行政权力
事项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进一步优
化流程、简化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材
料及时限，并于2019年12月底前完成

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工作。大力推动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强化对行政
权力的监督，不断提高政府效能，最大
程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三是督促
盟市和旗县（市、区）抓紧开展本级权
责清单调整及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工
作，盟市要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完成，
旗县（市、区）要在2020年 4月底前完
成。四是对由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或政
府规章设定的行政权力事项不符合深
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由自治区司法厅尽快按照
法定程序推进修改完善。五是不断完
善权责清单管理的运行监督机制，加
强对权责清单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切实维护权责清单的严肃性、规范性
和权威性。真正实现政府权力“瘦
身”，市场“强身”，推进自治区高质量
发展。

让政府权力“瘦身”市场“强身” 推进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行政权力压减工作情况答记者问

为扎实开展好我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开门搞教育，坚
持问题导向，把“改”字贯穿始终，把为
民服务解难题落到实处，主题教育期
间，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通过“开门纳谏”，充分听取群众的
意见建议，重点是对党员干部不担当不
作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重基
层负担、侵害群众利益、搞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反映，以及对改善民
生、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扫黑除恶、营
商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自治区党
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受理的
问题按照规定认真研究办理，督促有关
方面整改落实。

专 线 电 话 ：0471- 5305540，
0471- 530592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
（周一到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

14：30-17：30。“开门纳谏”电子邮箱：
kmnj2019@163.com。专门信箱：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2732号邮政信箱，邮
编：010010。《内蒙古日报》“开门纳谏”
留言专栏：《内蒙古日报》时政新闻部

“ 开 门 纳 谏 ”留 言 专 栏 组 ，邮 编 ：
010040。微信公众号留言板：内蒙古
主题教育开门纳谏。

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20日

内蒙古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