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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海6月5日电 （记者 郝
飚）6月 5日上午，位于乌海市海南区
的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公司西来峰分
公司电厂会议礼堂座无虚席、气氛热
烈。企业 100 多位干部职工齐聚一
堂，共同聆听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能源
集团煤焦化公司西来峰分公司焦化厂
职工吴英所作的全国两会精神宣讲。

“总书记的讲话通篇体现了为民
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疫情期间，这种理念赢得了民心，换来
了万众一心，使我们国家在短时间内
就控制住了疫情……”宣讲中，吴英满
怀激情地向大家介绍着全国两会盛
况，并重点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同时将自己的参会感受和学习体
会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台下的干部职
工全神贯注，不时用笔记录重点。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以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始
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积极为基层工人代言，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投身造福人民的实践中去。”吴
英说。

精彩的宣讲让国家能源集团煤焦
化公司西来峰分公司党建工作部职工
卢胜宇受益匪浅，他说：“整场宣讲条
理清晰、深入浅出，非常解渴，让我对
全国两会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
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蒙古马精
神’贯穿于工作始终，吃苦耐劳，争创
一流，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
献。”“总书记人民至上的情怀让我感
觉心里暖暖的，也深受鼓舞，我们将以
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引，立足本职岗位
继续发光发热。”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
公司西来峰硝铵公司职工张鑫说。

吴英：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身造福人民的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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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1972年8月生，内蒙古师

范大学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经
济师，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组
织部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
自治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孙海涛，1976年9月生，内蒙古
大学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
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
自治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刘建华，1966年3月生，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现
任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计划财
务处处长，拟任自治区直属机关副
厅级领导职务；

徐旺，1969年1月生，兰州大学
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办
公室秘书处处长，拟任自治区直属
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王佳平，1964年5月生，东北财
经大学大学学历，高级审计师，中共
党员，现任自治区审计厅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拟任自治
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郑佳玫，女，1968年11月生，内
蒙古大学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法治处（自
治区司改办）处长，拟任自治区直属
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匡晓蕾，女，1980年11月生，内
蒙古财经学院大学学历，管理学硕
士，中共党员，现任内蒙古财经大学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处长，拟任
自治区直属机关副厅级领导职务。

二、公示时间
公示时间从2020年6月6日至

2020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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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5日

关于对拟任干部进行公示的公告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近期将对农业机械化促进
法在我区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现向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就
农业机械科研开发制度规范实施情况；
农业机械质量保障法律责任落实情况；
先进适用农业机械推广使用法律规定
执行情况；先进适用农机产品目录确定
和调整、农机安全使用教育和管理情
况；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化管
理情况；农业机械化扶持措施和法律责
任落实情况，包括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
行，财政、税收、金融扶持政策落实，农
机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违法行

为责任追究等情况；农业机械化配套法
规规章制订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修改完善法律制度的意见和
建议等征求意见建议。请将意见和建
议于2020年6月13日前，以邮件形式
反馈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农牧业
工作委员会。

电 子 邮 箱 ：rd2014nmw@163.
com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
三号

邮政编码：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0年6月5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执法检查公告

本报 6月 5日讯 （记者 康丽
娜）湛蓝的天空、碧波的湖泊、飞驰的
骏马……一山、一木、一河、一景，无不
彰显着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
大成就。6月5日上午9点30分，伴随
着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片悠扬的旋
律，2020年内蒙古纪念六五环境日主
场活动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
过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
特殊服务、环保宣传、环境治理、信息
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推动构建
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力实现“资源共

享、绿色发展、合作保护”。同时，在全
区启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环
保邮路草原行”活动，面向社会开展主
题系列宣传。

今年，六五环境日全国统一主题
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自治区
环境日主题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
此前，2020 内蒙古六五环境日全媒
体线上宣传活动已全面展开，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全面展示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成效。活动中，还表彰了
全区十佳最美环保志愿者，并首发揭
幕《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个性化
邮票和纪念卡书。

内蒙古启动
纪念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于萍

6月 2日一大早，通辽市开鲁县辽
河农场十一分场付红艳家就热闹起
来，刘凤丽买走了2盒芦荟胶，邻居白
凤玲订购1箱饼干，于大姐买了5桶菜
籽油，陈婶儿买了5斤小米……

“自打她做微商，家里吃的用的就
全都从这儿买了。”刘凤丽说付红艳
人品好，卖的东西货真价实。邻居白
凤玲说付红艳值得信赖，不管吃的用
的，她自己要先尝先用，不好不卖。还
有几个人，在等付红艳空闲时间教他
们咋用手机来赚钱。

付红艳自己说，日子能过得这样
充实快乐、红火热闹，自己都没想到。
2012年，付红艳被查出患有罕见的白
塞氏病，2015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7年，她病情加重，拿到医院病
危通知书后，付红艳更加萎靡不振，每
天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睡觉。

就在付红艳消沉、郁闷的时候，包
联干部、辽河农场妇联主席于萍来到
她身边。“现在时兴做微商，我看有人

拿着一部手机就挣钱了，你有经商经
验，要不也试试？”在于萍的鼓励下，付
红艳参加了开鲁县妇联组织的相关培
训。很快，她主营蘑菇、木耳等山货的
网店就开张营业了。

发朋友圈宣传、进货、分装、卖
货。付红艳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一忙
乎，就把病忘了。挣钱是高兴的事
呀！人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一大
半儿了。”回忆起自己的创业史，付红
艳心生感慨。

2017年，付红艳做微商当年就挣
了1万多元。她不仅脱了贫，病情也奇
迹般地稳定下来。之后，她入驻更大
的平台，顺利从微商转型为电商，线上
线下联动，经营范围也不断扩大，米面
粮油、化妆品，棚布、化肥等农资，牛
奶、蜂蜜等副食品，拖鞋、洗衣液等日
用品……仅电商一项，实现年增收2-3
万元。

付红艳不仅从网上为乡亲们淘到
实惠的商品，还积极把本地土特产、农

副产品销售出去。去年，邵家5亩地的
小米，付家20多亩地的白面和10亩地
的荞面被她销售一空，这个农家小院
里的销售“达人”声名远播。东来镇水
稻种植大户主动找到她，她给卖掉了5
万多斤大米。“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挣
钱。现在，挣钱不再是第一位的了，能
帮大家把农产品卖出去、带着大家一
起挣钱，感觉很有意义、很开心。”付红
艳笑着说。

在贫病交加里挣扎了多年的她，
自然把关注的目标聚焦到身处困境的
贫困老乡身上。二分场翟艳红 2017
年患直肠癌致贫，在健康医疗、产业扶
贫等多种政策帮扶下，翟艳红病情稳
定了，还在庭院里搞起了养殖。目前，
她家牛存栏 7头，还有鹅、鸡和母猪。
付红艳主动找到翟艳红，一分差价不
挣，帮她卖鸡蛋、鹅蛋。今年以来，已
经代卖了 700 多枚鹅蛋、100 多个鸡
蛋。

除了帮种养大户和贫困户出售农

产品，她还带领老乡做电商。“看谁天
天扒拉手机我就着急，玩儿也是玩，咋
不寻思挣点钱呢。”付红艳直言不讳。
邻居白凤玲患糖尿病13年，丈夫患癫
痫不时发作，她干不了什么重活，还要
时刻不离丈夫左右。她是付红艳带出
来的“徒弟”，虽然只是偶尔做，但也有
了不错的收入。“挣了有两三千块钱，
至少是把手机钱挣回来了。”她说，只
要下雨阴天有时间，我就会过来学，争
取能发展的更好一点，多挣些钱。目
前，付红艳已带动20余人发展农村电
商，其中4户为贫困户。

随着业务的拓展、订单的增加，付
红艳的丈夫王艳军辞掉了粮库“装卸
工”的工作，当起了全职“送货郞”。他
说，妻子毕竟还是个病人，每天都要吃
药、需要定期复查，他要多分担一些。
辽河农场各分场、东来镇、吉日嘎郞吐
镇、开鲁县城，王艳军的服务半径不断
延长；到货站取货、再送货上门，他每
天起早贪黑地忙着。

听说农场要扶持付红艳“直播带
货”，助力脱贫攻坚，两口子干劲儿更
足了。他们打算盖三间库房，把这项
事业好好经营下去。

付红艳：脱贫致富 一“网”情深

本报通辽6月5日电 （记者 郭
洪申）通辽市将电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
工作的有力抓手，通过建设各具特色的
涉农平台，进一步增强贫困地区群众通
过电商创业就业的能力，助力脱贫增收。

5月25日，通辽市科左中旗商务局
的工作人员来到门达镇，为当地四合、
务本、小合、五家、三义5个村的19个贫
困户发放了1200多只扶贫鹅雏。领到
100只鹅雏的郝春山去年就通过养鹅实
现了增收。郝春山说，去年通过电商扶
贫就已经养了 100只鹅，收入近 4000
元，挺好的。今年又领到100只鹅雏，
每只鹅还免费提供饲料，今年还得继续
努力，增加收入。

据了解，从2019年开始，科左中旗
发挥电子商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积极
作用，让贫困户自行选择养殖项目，并提
供技术指导，等到秋天再通过电商服务
站销售出去。目前，科左中旗共建设旗
级服务中心2处、镇级服务中心1处，建
成360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整合电
商扶贫资金139.95万元，为贫困户投放
鸡鸭鹅雏5000多只，修建鸡鸭鹅舍30

个，带动 100多个贫困户增收 30余万
元。科左中旗商务局电商扶贫中心副主
任冯铖说，利用电商扶贫的项目资金为
贫困户投放鸡鸭鹅雏，不仅为贫困户的
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些帮助，同时也实现
了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近年来，通辽市加快推进电子商务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成效，促进贫困群众
通过电商扶贫增收致富。截至2019年
底，该市在农村牧区行政村共建设电子
商务服务站近3000个，实现了县、镇、
村三级电商体系全覆盖，村级服务站为
农牧民和贫困户开展了平台代购、农副
产品代销、小额取款等电子业务。此
外，这个市还进一步加大电商培训力
度，通过采取集中培训和个别指导的方
式推进电商扶贫工作，加深贫困户对于
电商扶贫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升贫
困户对于电商扶贫的参与度。今年开
春以来，该市大部分旗县市区都开通了
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销售农村牧区
的名优产品，为农牧民打开线上销售新
渠道，为特色产业振兴、农民增收、精准
扶贫增添了动力。

通辽市：电商扶贫
搭起农村牧区致富“桥梁”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及庆玲）
6月 5日，自治区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召
开2020年第二次会议，研究部署近期
全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重点工
作。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机
构改革协调小组组长杨伟东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深化事业单
位改革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了我区
改革试点相关配套政策，明确了改革试
点期间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等项纪律
要求，确定了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要求，持续深入学习领会改革
精神，切实把准政策要求，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科学制定改革方案，严格落实改革
部署，有效指导改革实践，确保把改革精
神理解深、把部署要求消化透、把工作举
措执行好，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会议强调，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
立足职责定位，加强协调配合，保持同频
共振，保证各阶段各环节工作无缝对接，
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要把握改革节
奏，严明工作纪律，有力有序推进，坚决
打好打赢事业单位改革试点这场硬仗。

自治区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召开
2020年第二次会议

杨伟东讲话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宋爽）6
月5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发布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并公布了2018
年至 2019年全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10起典型案例。

《白皮书》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全区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
件54984件，其中2017年审结环境资
源类刑事案件1411件、民事案件9240
件、行政案件90件，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65件。2018年审结环境资源类刑
事案件 1924件、民事案件 21304件、
行政案件 83 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09件。2019年审结环境资源类刑事
案件 1672件、民事案件 18496件、行

政案件480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10
件。

3年来，全区法院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司法理念，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强环
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构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
机制，提升司法保障水平。积极贯彻
绿色发展理念，维护食品安全和生活
环境安全，重点推进“一湖两海”、黄河
流域重点流域区域治理。不断完善环
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建设，实行环境
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
判归口审理，提高环境资源案件审判
质效。

自治区高院发布《内蒙古
自治区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近期将
在全区范围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内
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开
展执法检查。现就非法猎捕、交易、运
输野生动物情况、非食用性野生动物
管理情况、人工饲养繁育野生动物情
况、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管理情况及

对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建议等，向广大
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
请将意见和建议于2020年6月25日
前，以邮件形式反馈内蒙古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农牧业工作委员会。

电 子 邮 箱 ：rd2014nmw@163.
com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
三号

邮政编码：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0年6月5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执法检查公告

代表委员回来了

截至2020年6月5日7时

内蒙古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1例
疑似病例1例

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内蒙古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58例（俄罗斯108例、英国23
例、法国19例、美国4例、西班牙2例、瑞典2例），治愈出院137例；现有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21例、疑似病例1例。

6月4日7时至6月5日7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新
增治愈出院1例（由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截至6月4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隔离医学观
察中。

以上患者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进行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6月5日，眼科专家云丽娜
通过模型为学生讲解眼球构造
和合理用眼常识。第 25 个全
国爱眼日临近，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民族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
展“合理用眼 关注孩子眼健
康”爱眼日主题活动，邀请内蒙
古国际蒙医医院眼科专家云丽
娜向小学生普及眼保健知识，
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科学用眼
的好习惯。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关爱儿童眼部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