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乌兰察布4月3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 见习生 郭
羽）迎宾摩托车队开道，群众夹道欢
呼“英雄回家！”。4月3日，乌兰察布
市以隆重的仪式欢迎首批16名援鄂
医护人员凯旋。乌兰察布市委副书
记、市长费东斌等市领导向援鄂队员
赠送鲜花并握手问候。

当天早晨6时30分，乌兰察布市
首批援鄂医疗队16名医护人员走出
所在休整酒店，有序乘上早已准备就
绪的两辆考斯特。上午11时，车队
到达集宁南G6高速出口，现场响起
一片欢腾声，整装待发的骑警早已在
高速出口处列队迎接。在开道警车
引领和骑警的护航下，车队经迎宾广
场沿着平安路直行，车队所到之处，
在各路口执勤的交警均敬礼欢迎，过
往车辆纷纷鸣笛致敬，早已在街道两
侧等候的众多市民群众挥舞着国旗，
纷纷喊出欢迎英雄回家的口号。当
16名队员在乌兰察布市蒙中医院门
前下车后，早早等候在这里的家人、
同事纷纷围过来跟英雄们相拥问候，
重逢的喜悦让在场的人流下感动的
泪水。

费东斌市长在致辞中说：“近两
个月的时间，你们和荆门人民一起奋
战，用精湛的医术治疗、护理患者
3800余人次，出色地完成支援救助

任务。你们是新时代最美的天使、最
无畏的战士、最可敬的英雄，你们的
赫赫战功必将被历史铭记，家乡人民
以你们为荣！”

医疗队队长石海说：“自正月初
四出征湖北，至今已两月有余，我们
圆满完成了各项援鄂医疗救治任务，
达到了‘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队
员零感染’的抗疫既定目标。”

“解除隔离走出酒店后首先摘下
了口罩，呼吸大内蒙古的空气，感受
大内蒙古的蓝天。此时此刻，心情特
别激动，回家的感觉真好！今天看见
家乡人民来迎接特别高兴，回家后第
一件事情是好好抱一下我的女儿。”
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
学科护士于静哽咽着说。

据悉，乌兰察布市首批援鄂医疗
队累计参与管理患者1025人，其中
重症165人、危重症115人，累计参与
护理患者 1174 人，累计治愈出院
774 人。该市共派出 7批援鄂医疗
队，第二批32人于 3月 31日返回鄂
尔多斯正在休整中，其余支持武汉、
北京、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海关的医
疗队仍在执行任务中。

乌兰察布市隆重欢迎
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归来

责任编辑：王远征 版式策划：王冠磊 制图：王霞 2020年4月4日 星期六 3要闻要闻

本报呼伦贝尔 4月 3日电 （记
者 李新军 实习生 董晓波）千里
逆行舍安危，不辱使命载誉归。4月3
日上午9时40分，首批驰援湖北的呼伦
贝尔市医疗队员乘坐的航班安全抵达
机场，接受呼伦贝尔机场最高礼遇“过
水门”，洗去疲惫和尘土。15名医护人
员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平安凯旋。

疫情发生后，呼伦贝尔市首批驰援
湖北医疗队迅速奔赴湖北省荆门市沙
洋县参与抗击疫情工作，在34天内救

治患者26人、参与护理43人，取得收
治病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安全
生产零事故、进驻人员零投诉的战绩。

医疗队队长刘靖表示，感谢市委、
市政府和家乡父老对队员在湖北期间
给予的关心关爱，队员们状态良好，一
定早日回归岗位，继续履行白衣天使
的神圣职责。

呼伦贝尔市相关领导及医疗队员
家属和医护人员代表等在机场迎接英
雄归来。

呼伦贝尔市
首批15名驰援湖北医疗队员到家了

清明时节，哀思无限。为表达全
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
务院发布公告，决定2020年 4月4日
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何建华、
包长命、秦红、王玉柱、滕逸鹤不畏艰
险、冲锋在前，倒在了内蒙古疫情防控
的第一线。

今天，让我们用心缅怀在内蒙古
抗击疫情中牺牲的英雄们，铭记他们
的事迹，向英雄致敬！

1、何建华，男，蒙古族，生前系内
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育文派出所
民警。2019年 11月任育文派出所三
级警长。为配合防疫部门开展疫情防

控、巡逻防范工作，2020年1月26日何
建华主动请缨到人流量较大的突泉县
汽车客运站开展工作，连续工作到13
时许，他突感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抢
救治疗。21时许，何建华因小脑出血
医治无效，不幸因公殉职，享年52岁。

2、包长命，男，蒙古族，生前系内
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
沙力根嘎查卫生室乡村医生。2003
年曾经参加过阻击“非典”战役。疫情
期间，身有残疾的他勇敢冲在防“疫”
一线，承担起全嘎查30多名返乡人员
的排查和健康检测工作。一身白大
褂、一只口罩、一副手套，就是他的全
部“防护”装备。2020年1月27日，他
突发脑出血倒在了防控疫情一线，生

命定格在了50岁。
3、秦红，男，生前系内蒙古通辽市

科左中旗宝龙山镇西宝龙山嘎查党支
部书记。疫情期间，他一直冲锋在前，
带领嘎查两委成员，第一时间组建起

“村干部+党员+乡医”的防控“尖刀
班”，还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划分防控
网格，采取“包组连户、责任到人”的方
式，做到找到人、管住人、守好门。
2020年2月2日清晨，已经9天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的秦红，倒在了距离村部
300米的乡村小路上，生命定格在了
48岁。

4、王玉柱，男，生前系内蒙古兴安
盟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查干宝浩
嘎查驻村工作队员。疫情发生之后，王

玉柱第一个报名，主动请缨坚守一线。
敲开车窗、测量体温、登记信息……连
续 17 天，他几乎“钉”在了堵卡站。
2020年2月16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
脏病发作，王玉柱在去医院救治的途中
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3岁。

5、滕逸鹤，女，生前系内蒙古包头
市东河区一中西路社区党委书记。在
疫情防控期间，她与社区干部们奋战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入户排查、站岗值
守、组织调度、筹集物资，用实际行动
筑牢社区防疫防线。2020年 2月 21
日，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享年47岁。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刘艳）

向抗击疫情中牺牲的内蒙古英雄致敬

本报 4 月 3 日讯 （记者 李存
霞）4月2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
运队内蒙古队24名队员14天休整期
满，从鄂尔多斯市返回呼和浩特市。

这支队伍由24名队员组成，包括
19名医护人员和5名司机，分别来自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妇幼保健
院、内蒙古中医医院、内蒙古第三医院、
内蒙古肿瘤医院。3月 20日，他们圆
满完成任务，离开武汉，回到鄂尔多斯
市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休养。

据了解，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安
排，2月 9日和2月 11日，自治区红十
字会分别派出两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
司机千里驰援武汉，两批共24人。在
武汉工作的40余天里，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队内蒙古队在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和武汉市急
救中心执行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护转
运任务，全队共计出动车次1144次，转
运患者3683名，其中危重症患者431
名。

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队内蒙古队返回呼和浩特

□本报记者 霍晓庆

“为了人民的幸福，你们执着追
求，为了民族的独立，你们献出生命，
你们用青春和热血矗立起中华民族的
精神丰碑，指引我们继续前行！”

又是一年清明时，因为疫情不能
前去祭奠瞻仰，呼和浩特市小学教师
黄敏带着自己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在中
华英烈网上祭奠先烈，并指导孩子写
下这样一句留言。

“无论我们走多远，红色基因都不
能丢。对英雄烈士的最好缅怀，就是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汲取力量、传承
使命。”黄敏说。

英雄从没有被遗忘。这个清明
节，全区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广泛
开展“致敬·2020清明祭英烈”网上祭
扫活动，截至4月3日，有30多万名学
生、党员干部职工、退役军人、普通市
民通过网络祭扫，向英雄致敬。

英烈精神代代相传。大青山抗日
根据地的红色火种传承不息，百灵庙
的枪声还未远去，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
3位英雄勇救落水儿童献出年轻生命，
一身正气的人民公安郝万忠以身殉职，
突泉县民警何建华大年初二倒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一代又一代人
在英雄故事的熏陶下成长，家国情怀在

心中厚植，信仰之基更加坚固。
“什么是英烈精神？英烈精神就

是视死如归的勇敢，是舍生取义、舍己
为人的忠贞，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
情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呼和
浩特市托克托县抗美援朝老兵高治邦
让自己的外甥成利平帮忙，通过网络
纪念牺牲的战友，并再次讲述起过去
的故事。“那些故事我从小听到大，却
总也听不够。它们时刻激励着我做一
个坦荡正直的人，坚守为人民服务的
初心。”作为村委会主任的成利平说。

退役军人李博在网上翻看着英烈
事迹，为英烈献上鲜花、点燃蜡烛。或
去现场祭奠，或网上祭扫，祭英烈成了
李博每年清明节的固定仪式。“革命历
史不能忘，英烈精神不能忘。我虽然
退伍了，但仍时刻以一个兵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为人民服务，在祖国需要
的时候挺身而出，是我们的坚守。”李
博说。

“缅怀先烈，也缅怀在这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和基层
工作者，我们要把他们无私奉献、尽责
担当的精神传承下去，学好本领，接力
奋斗。”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四
学生王智宏说。

时间走远，但历史从未走远。一
代又一代人在英烈精神的滋养下成
长，在缅怀中积蓄继续前行的力量。

清明节的铭记

□本报记者 杨婷

时值一年春草绿，又逢清明祭扫
时。今年的清明节与往年有些不同，为
巩固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我区大力
倡导通过网络祭扫、代理祭扫、小规模
家庭追思等方式寄托哀思，引导群众树
立健康、文明、平安、环保的祭扫观念。

日前，自治区民政厅发布通知，要
求清明节期间暂停组织集体公祭、集
体告别、骨灰集中安放等群体性聚集
活动，鼓励通过网络祭扫、代理祭扫、
网上时空信箱、小规模家庭追思等方
式寄托哀思，以降低实地祭扫人数及
祭扫活动聚集感染风险。

3月 30日，呼和浩特市云祭祀平
台正式上线，为清明祭扫提供了一条
绿色通道。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天
安堂、安佑园等12家陵园入驻，支持
线上祭祀、祭祀预约和电话咨询。连
日来，不少市民通过云祭祀平台表达
对先人的缅怀之情。

呼和浩特市人王世平现居北京，
每年清明节都要回来为父母祭扫，如
今他成了呼和浩特市云祭祀平台的第
一批体验者。他说：“疫情当前，我们
这些身在异地的人，通过这个平台寄
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很方便。”

云祭祀平台功能简单易操作，扫描
二维码进入平台后，找到亲属所在的墓
园，可选择送花等方式完成虚拟祭扫，
还可以留言寄托哀思。截至目前，已有
5000多人通过这一平台进行线上祭
祀，3000多人进行了祭祀预约，越来越
多人成为这种祭扫方式的践行者。

为做好今年清明节期间的疫情防
控和安全祭扫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还
设立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并在节假日
期间安排专人值班。各盟市民政部门
也成立了清明节祭扫工作专班，执行
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便于及
时了解掌握祭扫人数和情况。

民政厅通知要求各地严格限制出
入殡葬服务机构祭扫人员流量，采取
公布预约电话、开通预约祭扫服务、分
期分批错峰祭扫等多种形式做好祭扫
人员流量关口前置管控。

现在，各地殡葬服务单位正在按
照要求对入园祭扫人数进行管控，市
民进入殡葬服务机构需提前预约和实
名登记，进入人员在测量体温、佩戴口
罩后方可进入。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相关负
责人说：“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和森林
防火的关键期，我们会有序推进和加
强清明节祭扫服务管理，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绿色云祭祀 文明过清明

本报 4月 3日讯 （记者 霍晓
庆）今年清明节，为避免节日期间因扫
墓、拜祭造成人员大量聚集，内蒙古各
地纷纷暂停组织集体公祭、集体告别、
骨灰集中安放等群体性聚集活动，大
力推行网络祭扫、代为祭扫等新型祭
扫方式，让清明节更清明。

近日，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包头
市、乌海市等多地民政局均发布通告，
引导群众采取家庭追思、网上时空信
箱、网络祭扫、免费代为祭扫等方式缅
怀逝者，寄托哀思。要求各殡葬服务
单位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接待承载能

力，每日限量接待入园祭扫人数。到
各公墓、陵园现场祭祀的，要提前预
约，并公布了预约电话。

赤峰市民政局开辟“赤峰祭祀网”
线上祭祀平台，群众可登录网站免费
创建专属纪念馆进行悼念。乌海市、
呼和浩特市上线云祭扫平台，市民通
过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公众号即可实现
线上祭扫。同时，各地公墓、陵园也纷
纷开通网络祭扫平台和代理祭扫服
务，由工作人员代理清洁墓碑、敬献鲜
花，可以拍摄照片或现场直播进行远
程祭扫，纪念追思。

我区多地推行网络祭扫
预约祭扫代为祭扫

抗疫英雄赞

■上接第1版 要千方百计拓宽就业
渠道，加快企业复工复产和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培育新产业、新
业态，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创造更多
就业岗位，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
加充分的就业。要强化政策措施的
宣传解读，确保真正发挥作用。要
加强供需对接，优化就业结构，切实
解决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
盾。

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对全区就
业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下一步稳
就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自治区人
社厅、教育厅以及智联招聘、新东方技
工学校负责同志发言。

会前，布小林来到招聘活动现场，
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
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和人员招聘情况，
要求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
完善稳就业政策措施。

全区稳就业工作会暨春季网络招聘推进会召开

■上接第1版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切实加强政
策研究和政策落实，着力破解复工复产
中的难点堵点，不失时机扩大有效投资

规模，高度重视抓好农牧业生产。要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在提升产业
链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
下更大功夫，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
扩内需、助复产、稳增长全过程。各级领

导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敢担当，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注意力和精力更
多投入到抓工作落实、抓解决问题上。

会议强调，现在进入森林、草原火灾
等自然灾害易发高发期，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绷紧防灾救灾这根弦，盯紧“清明”“五
一”等重点时段，盯紧重点区域和部位，扎
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范各类自然
灾害工作，深入开展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学习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上接第1版 真正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布小林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信
访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切实增强忧患
意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及早研判各
类风险隐患。继续坚持和完善省级领
导包案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
则，亲自研究解决相关信访问题。要
进一步完善各级联席会议会商机制，
定期研判信访形势，压实属地责任、领
导责任、部门责任、首接首办责任，解
决突出问题。要关心关爱信访干部，
建立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提升信访干

部队伍能力素质，激发信访干部队伍
活力和工作积极性。

会议通报了全区2019年及2020
年一季度信访工作情况，审议通过《自
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规则》《自
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0年工作要
点》《2020年自治区省级领导包案督查
化解重点信访事项工作方案》以及《关
于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
工作的实施意见》。欧阳晓晖对今年全
区信访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鄂尔多斯4月3日电 （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呼林）“感谢高新区
对我们企业复工复产的服务，目前我们
的生产已经进入常规运行阶段，产能达
到了日产电感器10万只。”4月 1日鄂
尔多斯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史福
荣对记者说。

随着疫情形势持续向好，鄂尔多斯
高新区积极落实各级关于全方位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的指示要求，统筹开展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分级分类
管理、精准精细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
解难题、疏堵点、去痛点。截至目前，1-
2月份，高新区销售收入、固定资产投资
两个主要经济指标均较去年同比增长
10%以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尚秀珍介绍：
“复工初期，企业复工复产难点之一就是
出入人员审核工作，高新区管委会为解
决企业防控痛点，协调入园企业内蒙古
伊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加班加点开发出
的免接触式‘疫情智能安检系统’，免费
提供给园区内所有企业使用，高新区通
过精准服务轻松化解企业防控痛点。”

据了解，高新区通过精准服务还保
障了企业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不掉线、数
据不断流”，目前云基地稳定运营机柜
8033个，折合标准服务器12.4万台。“当

高新区工作人员了解到复工企业防护物
资短缺难后，及时联系电商平台，嫁接资
源，搭建应急资源信息平台。疫情防控
期间，累计调配一次性医用口罩12万
只，N95口罩1万只，消毒液6.8吨，一次
性医用手套2.5万双，护目镜224副，防
护服30件，额温枪33台。”尚秀珍介绍，
由于物资紧张、企业复工复产时间不一，
高新区对所有采购物资集中收取，按企
业复工情况分批发放，并鼓励企业同舟
共济，保证物资分配及时、均衡。经过连
续20多天的努力，累计向企业派发一次

性口罩89100只、消毒液6110斤、一次
性医用手套27740只，护目镜180副，其
他物资在企业需要时及时派发。

“作为研发机构，疫情期间能够拿到
政策奖励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
在设备上制备采购、研发和市场推广等方
面的资金压力。”鄂尔多斯紫荆创新研究
院院长助理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孙丽娅说。

据了解，为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高新区及时落实
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共涉及15名高层
次人才，18家企业。全力组织开展项目
储备工作，共34项项目完成鄂尔多斯
市科技计划储备，其中科技重大专项6
项、应用研发项目15项、成果转化项目
12项、科技合作项目1项。

鄂尔多斯高新区为企业复工复产解难题疏堵点去痛点

4 月 2 日上午，主题为“无
偿献血‘战疫情’，甘做最美‘逆
行人’”的无偿献血活动在内蒙
古纤检局举行，大家踊跃用献
血，奉献一片爱心，助力疫情防
控。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用血需求不断增大，内蒙古
血液中心库存告急。内蒙古纤
维检验局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
无偿献血倡议，号召大家以实
际行动为抗疫斗争贡献力量，
争做最美“逆行人”。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无偿献血
“战疫情”

复工复产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