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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截至2020年9月15日7时

内蒙古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
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9月14日7时至9月15日7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
截至9月15日7时，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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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14日24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一、第六届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拟表彰对象（40名）

聂向荣，男，汉族，1982年 1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农牧
和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呼和，男，蒙古族，1974年 5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
板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王志强，男，蒙古族，1974年9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
主任科员。

柴秀娣，女，汉族，1961年 5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原
副部长（正处级）。

吴宏伟，男，满族，1971年 6月出
生，中共党员，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信访
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俊，男，汉族，1970年1月出生，
中共党员，包头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
公室地方金融科科长，驻固阳县下湿壕
镇电报局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邵宇，男，汉族，1975年3月出生，
中共党员，包头市公安局稀土高新区公
安分局万水泉派出所原副所长。

马超，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
中共党员，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第七纪
检监察室副主任。

肖润刚，男，汉族，1972年12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教育
科技体育局局长。

罗伟，女，蒙古族，1981年 9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
旗政府副旗长。

吴振丽，女，俄罗斯族，1973年9月
出生，中共党员，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陆启国，男，蒙古族，1974年4月出
生，中共党员，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
力特镇党委书记。

曹善淑，女，朝鲜族，1975年10月
出生，中共党员，兴安盟盟委统战部副
部长、宗教事务局局长。

李珺，女，汉族，1975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人大主
席，驻大青山村第一书记。

董立刚，男，汉族，1971年 8月出
生，农工党党员，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财务科科长，驻科左后旗双胜镇二道
壕村工作队副队长。

郭久凤，男，汉族，1962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通辽市档案局档案信息
技术科科长。

顾秀英，女，满族，1970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通辽市库伦旗卫健委党
组书记、主任。

王利，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
中共党员，赤峰市林西县司法局五十家
子镇司法所所长、四级主任科员。

刘洪刚，男，汉族，1979年 9月出
生，中共党员，赤峰市公安局情报中心
副主任。

赵宏图，男，汉族，1974年 2月出
生，中共党员，赤峰市巴林左旗旗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

刘叶阳，男，蒙古族，1988年12月
出生，中共党员，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
街道党工委委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驻马鞍山村第一书记。

蔡桂林，男，汉族，1974年12月出
生，中共党员，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千
斤沟镇党委副书记。

谢金超，男，蒙古族，1977年6月出
生，中共党员，锡林郭勒盟司法局行政
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

张永生，男，汉族，1965年12月出
生，中共党员，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文
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兼辉腾锡勒
园区党委书记。

许峰，男，汉族，1965年11月出生，
群众，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司法局道路交
通调解委员会主任、四级主任科员。

解良，男，汉族，1973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乌兰察布市纪委监委四级调
研员，察右中旗科布尔镇阿令朝村党支
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苏玉平，男，汉族，1978年 7月出
生，中共党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公
安局二级警长。

章晓萍，女，汉族，1970年 8月出
生，中共党员，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主
任。

王怀坤，女，汉族，1977年 9月出
生，中共党员，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交通
街道党工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陶格特扎布，男，蒙古族，1968年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巴彦淖尔市科学技术
局正科级干部，驻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
格镇东升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闫广宏，男，汉族，1973年 4月出
生，中共党员，巴彦淖尔市水政综合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

闫世伟，男，汉族，1973年10月出
生，中共党员，乌海市水务局水政和水
资源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高立平，男，汉族，1970年10月出
生，中共党员，阿拉善盟林业和草原局
治沙造林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图力古尔，男，蒙古族，1987年7月
出生，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法规处二级主任科员，驻兴安盟科
右前旗德伯斯镇新宝力高嘎查扶贫干

部。
王成龙，男，汉族，1985年 9月出

生，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农村科技处二级主任科员，驻兴安盟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海龙屯嘎查扶贫
干部、党支部副书记。

张雪梅，女，满族，1971年11月出
生，中共党员，包头市生态环境局昆都
仑区分局监察大队大队长。

陈超，女，蒙古族，1983年10月出
生，群众，赤峰市生态环境局总量科副
科长。

智玉宽，男，蒙古族，1963年10月
出生，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
人事务厅移交安置管理处处长、一级调
研员。

谢伟英，女，蒙古族，1967年1月出
生，中共党员，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

白静，女，蒙古族，1983年 6月出
生，中共党员，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第八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二、第六届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20个）

呼和浩特市城乡社会救助办公室
包头市东河区河东镇人民政府
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办事处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健康街道办

事处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四庭
通辽市科左中旗扶贫开发办公室
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党工委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司法局
共青团锡林郭勒盟委员会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苏

木人民政府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大六号镇人

民政府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育体育局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农牧和科技局
乌海市海勃湾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区分局巴音陶

亥派出所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司法局巴丹

吉林司法所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

党委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第六监督

检查室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机关党

委

第六届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名单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关于
开展第六届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内组通字
〔2019〕32号）精神，经自下而上、层
层把关、逐级审核推荐遴选、征求意
见、组织考察，研究确定第六届自治
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拟表彰对
象40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拟表彰对象20个。

为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社会监督，
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为2020年9月16日至9月22日。在
此期间，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可通

过来访、来函、电话等形式反映。同
时，为便于调查核实和反馈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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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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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20年9月16日

关于第六届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本报9月15日讯 （记者 李晗）9
月 15日，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消费扶
贫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韶春讲话并宣布活
动启动。

张韶春指出，实施消费扶贫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是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的重大惠民利企之策。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着力推动各行
各业、各类消费主体广泛支持、深度参
与，全力打通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

堵点，更好地畅通经济循环、完善“大扶
贫”格局。

张韶春强调，要以提升扶贫产品美
誉度为动力，不断提升我区农畜产品的
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和水平。要振兴乡
村旅游业，推动更多优质绿色农畜产品
和特色旅游业走向全国大市场。要坚
持敬终如始，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战，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来宾参观了

自治区消费扶贫集中采购展销服务中
心及扶贫产品展销会。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
消费扶贫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张韶春出席并讲话

本报9月 15日讯 （记者 柴思
源）9月15日，自治区第七届“好记者讲
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

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
“三项学习教育”办公室主办，旨在通过
选好记者、讲好故事的生动形式，引导
广大新闻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
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提高能力水
平，以更高标准和要求推动新闻队伍建
设，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

比赛现场，来自新闻一线的选手们
利用短视频、图片、PPT等多种形式，饱
含深情地讲述了从事记者工作以来亲
历亲闻亲为的鲜活故事。最终，来自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的雷蒙、
兴安日报社的李健萍、内蒙古晨报的王
琦和通辽广播电视台的常远4名选手获

得一等奖，比赛还评选出二等奖7名、三
等奖10名、优秀奖22名，11个地区和
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来自内蒙古日报社驻兴安盟记者
站的高敏娜在比赛中带来题为《草原枫
叶美 映红扶贫路》的演讲，讲述了科右
中旗巴彦淖尔苏木双榆树嘎查驻村第
一书记韩军，让盐碱地飘出稻花香的故
事。“比赛中前辈同行们分享的故事让我
深受鼓舞。新闻工作者是和这个时代联
系最紧密的人，庆幸自己能用文字见证
时代的脚步，日后我将继续扎根人民生
活、扎根基层实际，用接地气、有温度、有
情怀的作品为读者服务。”高敏娜说。

据了解，自治区“三项学习教育”办
公室还将在10月选拔优秀演讲人，分
赴部分盟市，走进党政机关、厂矿企业、
居民社区、高校新闻院系开展专题报
告、交流座谈，加强优秀新闻工作者与
社会各界群众的联系。

自治区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决赛举行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晓琴

9月 7日上午，和林格尔县蒙古族
学校一年级（1）班的教室里书声琅琅，
老师命安正在给学生上蒙语文课，课
堂气氛活跃，教学井然有序。开学以
来，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期盼已久的兴
奋和喜悦。

命安在和林格尔县蒙古族学校任
教已经7年，她说：“我教的是一年级和

二年级的蒙语文课，孩子们都能认真
听讲，看着他们的每一次进步，我心里
特别开心。”

“我们通过学生共同参与运动会、
艺术节等活动，为各民族学生加深认
识和了解提供机会。”蒙古族学校校长
云国喜说，不同民族的学生们在丰富

多彩的活动中重新认识彼此，在一个
个需要合作的比赛项目中体会到彼此
帮扶协作的重要，共同进步。

见到和林格尔县民族中学校长云
翠珍时，她正在办公室填写《学习使用
蒙古语文先进集体》的审批表。她告
诉记者：“学校成立了专门的蒙语文教

研组，17名蒙语文教师研究探讨教学
方法，每两周进行一次评课活动，不断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民族团结和睦必须从学校抓起，
从孩子抓起。”和林县教育局长伊俊文
说，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民族团结教
育，才能引导青少年深化对我国各民
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历史的认识，增
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对伟
大祖国的自豪感，从而不断增强中华
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和林格尔县蒙古族学校：民族团结和睦要从孩子抓起

近日，自治区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伊金霍洛旗化工企业取用
水情况督察时发现，内蒙古汇能煤化
工有限公司、汇能煤电集团蒙南水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能煤化
工公司”“蒙南水务公司”）均存在无
证取水、超许可取水等问题，导致悖
牛川下游出现减水段，给流域生态环
境造成影响。

一、基本情况
悖牛川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属于黄河二级支流，全长72公
里，年径流量7162万立方米，与乌兰
木伦河汇合后形成窟野河，最终汇入
黄河，是“十四五”国家重点流域考核
断面，也是蒙南水务公司种养殖项
目、汇能煤化工公司年产16亿立方米
煤制天然气项目的取水水源。两家
公司分别于2009年 1月、2014年 12
月投产运营。

二、存在问题
（一）企业无证取水、超许可取水
督察发现，蒙南水务公司于2011

年取得首张取水许可证（有效期 5
年），2016年 9月验证时因不符合要
求被吊销取水许可，直到2018年6月
23日方重新取得取水许可证（有效期
5年）。经核实，该公司在运营之始和
吊销取水许可证四年多时间里，共无
证取水540万立方米；在2018年6月
至 2019 年 6月一年时间里，共取水
93.15万立方米，超出许可量30万立
方米。

汇能煤化工公司于2017年10月
取得首张取水许可证，从2015年运营

至2017年 10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共
无证取水310万立方米。同时，2019
年该公司实际生活取水量为5.4万立
方米，超出许可量7861立方米。

（二）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缺失
对于蒙南水务公司和汇能煤化

工公司分别长达四年多、两年多无证
取水行为及超指标取水的违规行为，
负有监管责任的伊金霍洛旗水利部门
只是在2017年2月、2017年8月对蒙
南水务公司、汇能煤化工公司下达了
现场检查意见书，仅要求办理取水许
可证，未及时制止违规取水违法行为，
也未提出整改要求，日常检查及执法
惩处不力，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三）悖牛川河道生态受损
汇能煤化工公司和蒙南水务公

司长期无证取水、超许可取水，导致
悖牛川下游河道地表水径流减少。
同时，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筑坝取
水，未按项目环评文件执行生态流量
要求，也未按规定建设坝下生态流量
在线自动监测系统，造成下游河床大
面积减水。督察发现，截水坝下游出
现约2公里脱水段，影响悖牛川水生
态环境。

三、原因分析
一是企业未能落实主体责任。

汇能煤化工公司和蒙南水务公司遵
法守法意识淡薄，长期存在无证取用

和超许可取用地表水资源问题，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水利部
《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
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要求。二是水利部门日常监管
不到位。伊金霍洛旗水利部门对违
规取水、超许可取水行为不能及时发
现、及时查处，没有从根源上管控、遏
制违法违规取水行为，导致违法违规
取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下一步，自治区督察组将根据有
关要求，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核实情
况、查清问题，依法依规推进后续整
改工作。
（自治区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企业违规取水 流域生态受损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内蒙古整改进行时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内蒙古整改进行时

汇能煤化工公司水坝下游河床减水。汇能煤化工公司筑坝取水。

本报呼伦贝尔 9月 15日电 （记
者 刘玉荣） 9月 15日，“大兴安岭根
河森林冻土湿地国家长期科研基地揭
牌仪式”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根河林业局
举行。

大兴安岭根河森林冻土湿地国家
长期科研基地由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
生态研究院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在2018
年联合申报，于 2019 年被列为第一批
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

该科研基地，现设有森林样地、湿
地样地、森林生态系统气象观测场、湿
地生态系统冻土气象观测场以及永久
性冻土监测点等多个野外长期科研的
固定样地，科研人员利用仪器设备对野
外样地进行“水、土、气、生”的长期观
测，围绕森林冻土湿地的发生和演替规

律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提供基础数据
支持，同时发挥长期科研基地的宣传教
育和示范功能，通过开放共享基础数
据，达到学术交流、保护冻土湿地的作
用。

森林冻土湿地具有其特殊性，森林
的增长变化、冻土的边缘演替、湿地的
萎缩、扩张等，影响着整个大兴安岭林
区的生态环境，大兴安岭森林冻土湿地
的形成条件、成因类型、分布面积、生态
系统的组成、功能的正负效应、生物多
样性、森林冻土湿地的相互制约机理等
问题都是研究的重要课题。

该科研基地的建立，填补了我国高
纬度森林冻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的空
白，也将促进我国森林冻土湿地生态系
统定位研究网络更加完整与规范。

根河森林冻土湿地
国家长期科研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9月15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风路小学学苑校区，学生正展示网络安全主
题手抄报。当日，该校学苑校区开展 2020年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通过
召开“网络安全伴我行”主题校会、网络安全班会，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网络安全
意识，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网络安全伴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