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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8月23日讯 （记者 郑
学良）“要对本学校、本单位职工子女升学情
况进行认真清理排查，建立台账，对有子女参
加中考、高考的要进行提示提醒……”日前，
一份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的
通知发到了呼和浩特市教育系统各直属学
校、直属单位、机关各科室党员干部手中。

随着又一年高考、中考招录在即，违规操
办“升学宴”“谢师宴”问题也更加易发多发。
为持续、有效、有针对性地预防全市教育系统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教师违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等违纪问题发生，呼和浩特市纪委
监委派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通过印发通
知、发送提醒短信、公布举报电话等方式，对

“升学宴”“谢师宴”再敲警钟、再提醒。
据了解，此次印发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市

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教师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做表
率、讲正气、树新风，自觉维护党纪政纪的严

肃性，始终做到“五个严禁”，即严禁借子女毕
业、升学之机操办或以他人名义提前、分批
次、分地点等方式变相操办“升学宴”“谢师
宴”等非亲属聚餐性质的宴席借机敛财；严禁
参加非亲属聚餐性质的“升学宴”“谢师宴”及
其他类似宴请活动；严禁利用职权、职务和教
师身份的影响，借子女毕业、升学之机收受礼
品、礼金、消费卡等款物；严禁巧立名目用公
款或企业、管理服务对象款物操办宴请、报销
子女学习费用等；严禁动用公车、公款或用企
业、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钱款接送子女入学、
外出游玩等。

为了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教职员工
廉洁自律工作，纪检监察组要求各直属学校、
直属单位、机关各科室等各级党组织要充分
利用网络、会议、宣传栏、公众号等平台广泛
宣传各项纪律要求，强化对党员干部、公职人
员、教师的教育、管理、监督，督促本校教师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严禁以任何形式索要或接
受学生及其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及家长安排的宴请，要积极倡导学生用简朴、
节俭、文明的方式表达感恩之心，营造健康、
文明、向上的良好氛围。

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表示，纪
检监察组要通过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明察暗
访等方式，加大对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
宴”等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对顶风违纪、违
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等问题，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对因失职失察、监管不
力，致使本学校、本单位发生党员干部、公职
人员、教师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借机
敛财等问题，坚决实行“一案双查”，既严肃追
究当事人责任，又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的主
体责任，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对违规参
加者，一律比照操办者严肃处理，始终保持利
剑高悬，严防“升学宴”“谢师宴”歪风反弹回
潮。

呼和浩特市对违规操办呼和浩特市对违规操办““升学宴升学宴”“”“谢师宴谢师宴””严查曝光严查曝光

□本报记者 刘宏章

登上阿拉善右旗巴彦高勒苏木额日布盖
山，初秋牧草的清香扑面而来。远远望去，建
在山里的一顶顶洁白的蒙古包群，与碧草、蓝
天、白云交相融汇，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牧野画
卷。这是牧民那仁达来在自家草场上建起的

“杭盖牧家游”。
“‘杭盖牧家游’就建在原生态的草场上，

游客能充分体验到现代与原生态交织的牧家
新生活。眼下正是牧场最美的时节，每到周末
都有许多城里的客人来游玩。”那仁达来和家
人一边忙着招待游客一边说。

那仁达来是巴彦高勒苏木乌兰塔塔拉嘎
查牧民，随着近年来阿右旗旅游业的蓬勃发
展，他开始思谋着办牧家游致富。2018年那
仁达来依托自家草场优美的环境，投资近70
万元，建起5座蒙古包搞起了“牧家游”。虽说
是位普通牧民，但那仁达来有经商头脑，眼光
也远，总能想出一些新点子。今年6月21日，

那仁达来邀请内蒙古知名乐队组合黑骏马成
员乌日格希拉图在草原上举办了个人专辑《梦
想成真》发布会。借助名人的名气，既宣传了
家乡的美丽风光，也为他家的“牧家游”打了
广告。

“牧家游主要提供景色观光、体验牧民生
活、品尝风味美食等服务。凭借当地优美的自
然风光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自开办牧家游
以来，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光去年
牧家游纯收入达10多万元。”那仁达来说，“靠
旅游业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凭借的是阿拉善盟
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提供的致富途径。”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地处内蒙古
最西部的阿拉善，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全
球唯一以沙漠为主题的世界地质公园；有世界
三大沙漠之一的巴丹吉林沙漠、世界三大胡杨
林之一的额济纳胡杨林；有世界三大载人航天
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世界闻名的居延汉简、历史悠久的黑城
遗址、美术世界的活化石曼德拉山岩画……这
些在全区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阿拉善不仅旅游资源富集，还有着深厚而
悠久的历史文化。这里是漠西卫拉特蒙古、漠
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三大部落文化融合之
地，宗教文化、农耕文化、清皇家文化等在这里
交融发展；阿拉善的岩画堪称我国西北古代艺
术的宝库，被专家确定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
这里是一代宗师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
之地，是蒙藏文及古梵文著名学者和佛学大师
阿旺丹德尔的故乡，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
英雄世代生活的家园……这些历史人文为该
盟文化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阿拉善为了让富集的文旅资源走向全国
和世界，并成为阿拉善富民强盟的重要战略性
支柱产业。近年来，阿拉善盟持续推进文化旅
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以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为目标，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紧紧围绕
做强做亮“苍天般的阿拉善”旅游品牌，充分发
挥文化节庆活动对旅游发展的撬动作用，以全
域旅游带动文化，以文化促进全域旅游，深入
挖掘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实施旅游+战略，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该盟以发展“旅游+节会”为着力点，成功

打造了“阿拉善文化旅游节”“ 越野e族阿拉
善英雄会”“阿拉善奇石节”“巴丹吉林沙漠国
际文化旅游节”“中国·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
旅游节”“阿拉善丁香旅游节”、骆驼那达慕、
卫拉特文化艺术节等一系列旅游文化节庆活
动，不仅为旅游爱好者提供了丰盛的旅游大
餐，也为展示阿拉善旅游文化资源、招商引资
搭建了平台。以发展“旅游+文化”为落脚点，
进一步推动了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挖掘文旅融
合演艺项目，先后推出了《王府盛宴》《和硕特
婚礼》《奇石交响乐》《阿拉腾陶来》《神游通湖》
等大型实景剧，既丰富了全盟文化体育旅游节
庆活动品牌，也让节会带动了全盟60%以上的
旅游市场。

通过多年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如今阿拉
善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对外开放、吸纳游客的金
字招牌和“绿色”富民产业。仅2019年，全盟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共2260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21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2%和20.3%。

苍天般的阿拉善：文旅融合活力四射 本报巴彦淖尔8月 23日电 （记者 韩
继旺） 近日，巴彦淖尔市召开首届拍客大会，
国内资讯平台梨视频、巴彦淖尔日报社的资深
媒体人以讲座形式向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约
200名“拍客”传经送宝，通过聚合“平凡”力
量，提升传播动能。

巴彦淖尔首届拍客大会由巴彦淖尔市委
宣传部主办，巴彦淖尔日报社、市委网信办承
办。将动员全市各方面网络媒体力量，以短视
频为载体，通过网络媒体平台从不同视角、不
同侧面记录身边生活，反映巴彦淖尔市在“塞
上江南 绿色崛起”中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变化，助力“天赋河套”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
为更好地宣传推介巴彦淖尔贡献力量，同时也
让更多热爱拍摄、有才华的“拍客”有更好地展
现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以此推动巴彦淖尔
短视频创作和传播。

大会成立了巴彦淖尔日报社拍客团，颁发
了巴彦淖尔日报社拍客证，并启动首届拍客大
赛五项赛事：“天衡杯”天赋河套·风物河套摄
影大赛、“三胖蛋杯”全市葵花摄影大赛、英格
苏邀你来拍驼、“记录我们的啤酒生活”摄影大
赛、“维多利杯”全市青少年手机摄影大赛。

巴彦淖尔市
召开首届拍客大会

本报兴安8月23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为了扎实推进我区地名文化建设，推
动内蒙古自治区地名文化历史大数据库项目，
进一步深化地名规范化建设，近日，兴安盟地名
文化调查与研究论坛会在乌兰浩特市召开。与
会专家就地名统计与行政区划地名译音、地名
历史来源探析、地名规范问题、地名文化内涵与
文化建设等在研讨会中展开了发言与讨论。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历史大数据库是
由自治区政府主导，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
院承担的重大委托项目，主要通过对各地地名
的历史文化溯源，对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讹变
的地名进行学术考证和规范，以此加强自治区
地名文化建设，促进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兴安盟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挖掘地名内涵，
梳理地名历史脉络对当地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下一步，兴安盟各相关部门将全力配合该项
工作，挖掘本地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历史内涵，传
承历史文化，逐步增强地名管理与建设工作。

兴安盟召开
地名文化调查与研究论坛

本报鄂尔多斯8月23日电 （记者 郝
雪莲）近日，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学习强
国”学习驿站揭牌，该驿站为自治区第一家高
校学习驿站。

自加入“学习强国”学习以来，鄂尔多斯应
用技术学院制定了一系列学习管理办法，对学
员注册使用、日常学习、监督管理和考核激励
作出详细规定，激发了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目前，该学院“学习强
国”平台实现了党员学习全覆盖，人均日积分
达35分以上，党员学习参与度达90%以上，位
列鄂尔多斯高校学习积分之首，稳居鄂尔多斯
各学习组织前列。

2019年12月，该学院成功举办了全区大
学生首届“学习强国、学习强我”达人挑战赛西
部赛区复赛，该学院参赛学生获得西部赛区复
赛特等奖，进一步扩大了“学习强国”平台在师
生中的影响力。从2020年 1月至今，全院师
生不断为学习平台提供高质量稿件，助力“学
习强国”内容建设，目前已有8篇理论文章发
布在“学习强国”内蒙古平台“学习理论”栏目。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学习强国”学习驿站揭牌

近日，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走进草原，来到牧民
身边，向他们发放蒙汉文交通安全宣传册、宣传单，用蒙汉双语讲
解驾驶和乘坐各种车辆、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出行等方面的安全
知识。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张磊 摄

安全知识送牧户

□本报记者 刘玉荣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在鄂伦春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
局大杨树派出所，看到一只长嘴的白色大鸟正
在吃着民警为它准备的食物。

“您好！我是大杨树镇包源村村民王某
尧。今天上午我在兴胜村看到一只嘴巴像鸭子
一样又长又扁的白色大鸟，它在地上挣扎了半
天，好像飞不起来了！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
国家保护野生动物，我就把它送来了。”原来，这
只鸟是7月23日下午来到大杨树派出所的。

经民警初步观察，这只“白色大鸟”疑似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琵鹭，这只白琵鹭虽然
没有明显外伤，但已失去飞行能力，民警及时将
该情况汇报上级公安机关，并将这只白琵鹭送往
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野生动物救助
站。白琵鹭（学名：Platalea leucorodia）是大
型涉禽，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列为中国濒危动
物红皮书易危等级，常栖息于沼泽地、河滩、苇塘
等处，涉水啄食小型动物，有时也食水生植物；飞
行时颈和脚伸直，交替地拍动翅膀和滑翔。目前
正值白琵鹭在北方活动、繁衍的季节。

救助白琵鹭

□本报记者 刘洋 实习生 雅柱

“再也不怕日晒雨淋了，市园林局为
我们增设这么好的景观亭，改善了大家
的娱乐环境，太棒了！”盛夏，《科尔沁海
日琴友团》老艺人巴图吉日嘎拉高兴地
说。“现在有了舒适美观的景观亭，我们
在这里娱乐休闲的时候，一定要爱护公
物，保持环境清洁，做文明市民。”原武
警乌兰察布盟边防支队政委、“科尔沁海
日琴友团”团长布和号召大家说。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游园位于兴
安路与大学东街交叉处，原来是储存燃
气“大绿罐”的地方。2014年9月，“大绿
罐”拆除后这里建起兴安游园。因为建
成年头不长，栽种树木还小，尚未绿树成
荫。邻近社区居民经常来这里散步、健
身、娱乐。因该游园离呼和浩特市民族
实验学校很近，每天接送孩子的家长也
喜欢在这里闲聊或下棋打牌，等到学校
放学接回学生。尽管人气旺盛，可是这
里没有合适的避光乘凉地。每天到这里
搞娱乐演奏的“科尔沁海日琴友团”的20
多人，顶着烈日围坐在一起吹拉弹唱，经
常是汗流浃背。因而，邻近社区居民及
学生家长迫切希望在这里建个能乘凉避
雨的设施，供大家享用。

前不久，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
中心领导听到下属工作人员对该游园使
用情况的反映后，很快就派几名设计师
来游园进行规划设计建景观亭。没过几
天，园林局工程队就建成了一座带顶带
座、顶棚为弧形、美观大方的景观亭，可
为几十人乘凉避雨，大大提升了游园的
服务功能。“呼市园林局在这儿给建景观
亭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深得民
心。”天天在这里散步的84岁高龄的德
力格尼玛老人高兴地说。

兴安游园新添
漂亮景观亭

本报包头8月23日电 （记者 吕
学先 实习生 孔祥如）近日，由包头市
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合作、包头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接的全国职业经理人国家标准宣贯
及实训基地项目签约揭牌仪式举行。

作为自治区首家职业经理人国家标
准宣贯与实训基地，该项目的落地为包
头市、自治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实施职业
经理人培训、国家标准宣贯、人才评价及
资质认定等工作搭建了重要平台。双方
将通过合理资源配置，完善教育培训体
系及运营教育团队，建成一所内蒙古地
区标志性、概念性的教育培训基地，并逐
步打造成为全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业
经理人培训的标杆与模板。

基地落成后，由包头市国资委牵头，
包头城投集团为实施主体，开展以职业经
理人素质提升教育为主，同时涵盖党政机
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管理人才技能提
升的各项人才培养工作。通过每年举办

“中国职业经理人大讲堂”，邀请国家部委
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知名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来包参加论坛，分析形势、分享经验，
为企业投资、合作搭建互动平台。

同时，该项目还将搭建“职业经理人
大数据分中心”，联合西北地区各地组织
人事部门及国资监管部门、国有大中型
企业、服务机构，打造职业经理人数据采
集、共享、分析和应用平台，形成西北地
区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库”，有效促进
包头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技能提升，优
化营商环境，整体提升包头市经营管理
人才的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国际化
水平，为企业增加人才动力。

包头市有了
职业经理人实训基地

通辽市特殊教育学校听力残疾学生日前在通辽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官和手语教师带领下，参观了通辽市禁毒教育
基地展厅。据了解，本次展览由通辽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为主题，展出了有关毒品类型、毒品危害、禁毒政策等图片
和实物，详细介绍了毒品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中国禁毒发展史，教育学
生抵制来自毒品的诱惑，增强他们的禁毒观念、禁毒意识和防范心理。

本报见习记者 薛一群 摄

远离毒品展览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杨培霞 摄影报道

“麻烦您将单车放在划定区域，别压着
盲道。”在青山区万达广场北附近，青山区交
管大队的民警对一位将电动单车停放在盲
道的市民说。近日，记者随同包头市交通运
输管理处和包头市青山区交管部门、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青山区
部分主干道上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进

行规范清理，让共享单车及时归位。
共享单车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不少

市民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了交通和市容，共
享单车管理在很多城市都成为一个难题。
记者看到，包括哈啰、美团、青桔等品牌的
共享单车有交叉停放现象，一些共享单车
没有按规定停放到停车点，而是随意停放
在马路边，占用了盲道或机动车道，使机动
车行驶道路变窄，造成交通拥堵。当日，执
法组对华联超市、娜琳步行街、九星电子大
楼附近商圈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进行

了规范整治。
目前，包头市3家单车经营企业累计投

放单车约17万辆。为实现共享单车规范
管理，促进全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有
序发展，包头市交通运输局、包头市公安
局、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下发
了《包头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质量信
誉考核办法》，并组成联合检查组，不定时
集中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同时，
在中心城区布局设计了固定停车点位规范
单车停放，规范文明行为。

让共享单车归位让共享单车归位

盟市·风景线

整顿整顿。。 整顿后摆放有序整顿后摆放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