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区从1月28日开始，先后派出包括医
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等在内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带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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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张文
强）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下发通知，
要求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统筹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切实抓好健康
扶贫工作重点，有序推进落实，做到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发挥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参与疫情防控网格化管
理作用，统筹工作力量，集中工作安
排，有针对性地关注疫情防控期间贫
困人口患病和救治情况，尤其是对新

识别和返贫贫困人口适时开展核实核
准，摸清身体健康状况，及时提供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

要在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
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在不影响基层防控疫情的前提下，
积极推动基本医疗有保障、大病集中
救治、慢病签约服务、中央专项巡视和
中纪委实地踏查调研反馈问题整改等
重点工作。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协
调利用好现有人才招聘政策切实解决
好中纪委实地踏查调研和专项巡视会

“回头看”指出我区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短缺问题。

通知强调，在疫情防控最吃紧、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注重利用全国健康扶贫信息管
理系统，线上督促指导，及时掌握健康
扶贫工作进展，对工作进展缓慢和确
需及时调度的工作，要尽量采取网络
和电话的方式，减少填报报数，有效减
轻基层负担，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人员把时间和精力投入疫情防控和健
康扶贫工作一线。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统筹推进健康扶贫工作

政策类

4. 疫情期间，开发从事疫情防
控临时性公益性岗位有什么安排？

答：支持嘎查村（社区）开发临
时性公益性岗位，针对就业困难人
员从事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可在
期间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临时
性公益性岗位补贴。

5. 疫情期间，线上补贴性培训
对象是哪类群体？

答：职业技能提升线上补贴性
培训对象为企业职工（含在企业工
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和贫困家庭子
女、贫困劳动力、城乡未继续升学的
初高中毕业生、农村牧区转移就业

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
退役军人、残疾人、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含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和高级
技工班毕业生）等就业重点群体。
各地可将确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
求、未按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金的人员（年龄不设上限）纳入政策
范围。

6. 疫情期间，线上培训课时和
补贴如何落实？

答：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劳动者
参加线上培训的，计入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的总时长，线上培训课时原
则上不高于总学时的40%，剩余课
时的线下培训待疫情结束后，按照

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要求开展。
对行业主管部门或人社部门同意
开展的线上培训，各地可根据实名
注册培训人数向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或企业预拨部分资金，数额最高
不超过培训补贴资金的20%，其余
补贴资金待疫情结束后，根据培训
人员参加鉴定考核取得证书情况
予以结算。

抗击疫情 就业服务不打烊

福彩快讯

内蒙古福彩加强疫情防控 为有序恢复销售工作做足准备
本报3月11日讯 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根

据财政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及内蒙古自治
区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彩票发行销售工作
文件精神，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
中福彩中心“疫情防控、恢复销售”两手抓的工作安排，多
措并举落实责任，为科学有序恢复福利彩票销售工作做

好准备。
内蒙古福彩中心领导班子、各部室工作人员已全面

复工，各盟市销售站点复工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
对全区所有销售场所恢复销售条件进行评估，细化分游
戏分票种有序恢复销售方案，积极做好恢复彩票销售准
备工作。

●不慎将坐落于赛罕区大学西路18中东巷十八中宿舍1号楼2层1单元4号新吉勒图的《房屋所有权证》（编
号：2019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第0076031号）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坐落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羊桥路与南二环路交界处西南端万和家园一号楼16层08号房主芦志强
的万和家园认购协议丢失，特此声明。

●不慎将坐落于金桥开发区金龙路1号12号商铺房主芦志强的怡和家园商铺认购协议丢失，特此声明。
●不慎将坐落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羊桥路与南二环路交界处西南端万和家园一号楼16层09号房主芦志强

的万和家园认购协议丢失，特此声明。
●不慎将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把栅乡徐家沙梁村北村陶然巷小区第2号楼3单元27层2702号

房主付永红的预订认购协议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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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
导下，内蒙古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推进，基本形
成了全区上下齐动员、齐参与、齐发力的防疫局面。目
前，抗击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为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舞
斗志，更好地凝聚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决定开展内蒙古
最受欢迎抗疫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到2020年3月31日截稿。诚邀团体、个人及音乐爱好者
积极参与。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网信办
承办单位：内蒙古日报社
二、活动主题
反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守

望相助的生活点滴，挖掘全区各条防控抗击疫情战线涌
现出来的感人人物和事迹，向奋战一线的英雄们致敬；宣
传防疫知识，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冠病毒，进一步激发人
民群众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

三、作品要求
1.作品内容紧扣活动主题，弘扬正能量。
2.原创可以是词、曲、演唱等形式，蒙古语作品可以翻

唱再创作。歌曲的演唱方法、风格、形式不限,可以采用
独唱、重唱、乐队、组合、合唱等表演形式。

3.提交的作品应为视频或音频，时长一般不超过6分

钟。视频为高清 MP4格式，宽高比为 16:9，分辨率为
1920*1080；音频为MP3格式，要求音质清晰。

4.必须是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无著作权纠纷。
四、活动奖励
1.证书+奖杯（部分奖项）+新媒体展播等。
五、活动细则
1.征稿从即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评选从4月

1日起至4月20日止。
2.所有作品经主办方审核、初评后进行公示，评选采

取社会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其中社会投票结
果占50%,专家评审占50%。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若干，并颁发证书和奖杯。

3.主办方有权对入选作品在草原APP和内蒙古日报
官方公众号等媒体进行推送。

4..投稿方式：
（1）来稿概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原件。
（2）投稿地址：75792100@qq.com，联系人：张春雨，

联系方式：13327107079。
5.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通讯地址及手机号、微信号。
6.请勿以创作之名前往抗击疫情第一线，此次征集评

选活动亦不鼓励此类行为。
7.本次征集评选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
2020年3月12日

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评选活动征稿启事

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杨帆）
记者从自治区审计厅获悉：为促进脱贫
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助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2020年，我区将对摘帽脱贫旗县
进行跟踪审计。

据悉，自治区审计厅将紧紧围绕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准确把握
我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严格按照“两
不愁、三保障”和“四不摘”（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
帽不摘监管）的要求，对 2020 年已公
示摘帽脱贫的 20 个贫困旗县进行回

头看跟踪审计，对以前年度摘帽脱贫
的 37 个贫困旗县脱贫成效巩固情况
进行跟踪审计。通过审计，规范政府
财政收支行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和
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巩
固脱贫攻坚成效。

我区将对摘帽脱贫旗县进行跟踪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