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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丹

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对我区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专门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对
专项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日前，
本报记者围绕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目
的意义、推进举措、进展成效等方面专
访了自治区纪委监委负责人。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开展煤炭资
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的目的
和意义？

答：内蒙古是我国重要能源和战
略资源基地，煤炭是内蒙古最大最宝
贵资源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只有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才能凸
显我区在全国发展中的分量。一个时
期以来，内蒙古依靠煤炭资源开发、发
展资源型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速度，
但也留下了许多后患，煤炭资源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已经成为污染自治区政
治生态的最大“毒瘤”和源头。

开展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是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内蒙古的重
大政治任务，事关全面从严治党和反
腐败斗争，事关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
事关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各族群众
福祉，根本目的是要铲除滋生腐败、污
染生态的“毒瘤”和温床，营造内蒙古
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健康有序的经
济生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专项
整治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建议书
要求，以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的决心意
志，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力
度，向煤炭资源领域“毒瘤”开刀，取得
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问：在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中，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采取了哪些具
体举措？

答：这次专项整治纵向上要倒查
20年，横向上要不留死角，时间紧、任
务重、难度大。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作用，紧盯责任、作风、腐败问题
强化监督执纪执法，为专项整治不断
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坚实纪法保障。一
是以“严”的纪律保证“治”的效果。全
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突出政治监督、
强化日常监督，切实加大对涉煤地区、
部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跟踪了解和
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
履行专项整治“两个责任”，形成工作
合力。二是严肃查处涉煤领域腐败案
件。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发布受理涉
煤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公告，组织开展
2000年以来涉煤问题线索大起底、“回
头看”，推动涉煤问题清仓见底。充分
运用交办、领办、督办、核办“四办”机
制，严肃查处涉煤领域违纪违法案件，
一批问题线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
领导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震慑效果
明显。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
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精准有效
运用“四种形态”，激励干部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广大干部思想观念、工作能
力、服务水平、工作作风明显改观。三

是坚持查办案件与追赃挽损同步推
进。自治区纪委制定《煤炭资源领域
追缴国有资产损失操作指引》等，指导
全区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追缴
国有资产损失。将国家审计发现问题
线索纳入专项整治，督促自然资源部
门追缴矿业权出让收益50多亿元；推
动公检法和税务部门加大追赃挽损力
度，最大限度地追缴和挽回涉煤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造成的各类损失。四是
深化拓展治理成果。全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以“三不一体”理念推进专项整
治工作，坚持以案促改、深化标本兼
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提醒提
示函等，督促相关部门堵塞漏洞，完善
监管措施。自治区层面废止或宣布失
效规范性文件109件，盟市、旗县废止
或宣布失效规范性文件754件，拟制定
涉煤领域规章制度88件，基本上覆盖
了排查核查发现的问题。

问：作为监督利剑，巡视巡察工作
在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中发挥了哪
些重要作用？

答：自治区党委将煤炭资源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作为第七轮专项巡视重
点，派出7个专项巡视组，对7个盟市、
4个涉煤厅局、3家涉煤国企开展巡视；
7个盟市同步组建21个联动巡察组，
按照任务联动、过程联动、成果联动要
求，对279个涉煤部门（单位）开展专项
巡察，增强监督合力。巡视巡察组发
现涉煤问题 2106 个，涉煤问题线索
819件，移交立行立改事项162个。围
绕火区治理、石墨矿套煤、企业转制等
领域性问题形成26份专题报告，为自

治区有序开发利用煤炭资源、促进煤
炭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依
据。强化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和成
果运用。督促盟市、国企党委切实扛
起主体责任，推动巡视巡察整改由点
到面、由浅入深、由改转立，见人见事
见效果。截至目前，向14个被巡视地
区（单位）反馈的647个问题，279个已
完成整改，整改到位率43.12%。

问：在专项整治推进中，如何科学
统筹处理好整治与发展的关系？

答：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
问题专项整治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自治区
党委政府坚持专项整治与促进煤炭行
业健康发展同推进、同落实，一手抓违
规违法问题整治，一手抓支持煤企正
常生产经营。针对当前自治区煤炭产
量下滑、保供压力增大问题，自治区党
委政府要求相关部门下沉办公、抵前
服务，打通审批、办证环节的梗阻障
碍，做到应审快审、应批快批、应办快
办，切实遏制和扭转煤企产量下滑势
头，全力完成专项整治和“六稳”“六保”
工作任务。对涉煤重点企业重大项目，
集中优势力量加快问题处置，加大支持
力度，坚持一企一策专班服务，确保问
题项目处置到位，企业达产达效到位；
对问题较轻企业，抓好落实处置措施，
在政策范围内全力给予支持，确保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总之，通过专项整治，
使煤炭资源得到充分的、科学的、有序
的开发，走到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高水
平的发展大道上，努力实现“一煤独
大”向“蒙煤独好”的转型升级。

全面对标对表 敢于动真碰硬
坚决打赢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这场硬仗

——访自治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陈继清
本报呼和浩特10月17日讯 （记

者 刘洋）10月17日，呼和浩特民族演
艺集团以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北疆楷模
先进人物武汉鼎先进事迹为原型，精心
创排晋剧现代戏《武汉鼎》，在呼和浩特
市内蒙古人民会堂倾情上演。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
记王莉霞观看演出。

《武汉鼎》以清水河县鲜明的自然环
境和风土人情为背景，充分发挥传统晋剧
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突出的舞台表现力，演
绎出武汉鼎同志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
道路上与乡亲、与家人、甚至与自己所产生
的矛盾冲突，艺术地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6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高
尚情怀，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的精神境界，
以及扶贫济困、一心为民的责任与担当。

《武汉鼎》是呼和浩特市2020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确立的重大创作作品和
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重点文艺作品。该剧于2020年6月
开始排练，历时3个月完成了剧目创作，
并于9月15日参加了鄂尔多斯市“第三
届内蒙古地方戏优秀剧目暨沿黄省区
地方戏展演”，得到领导、专家、观众的
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获得活动优秀剧
目奖、导演奖、编剧奖、音乐奖、表演奖
和新人奖等多个奖项。

原创晋剧现代戏《武汉鼎》
在首府倾情上演

王莉霞观看

■上接第1版
现在，五分子村新扩建的繁育基

地刚刚完工，新建的两栋猪舍占地
1700平方米。麻瑞斌盘算着还要建一
个饲料加工厂，然后再建一个屠宰场、
一个冷库，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实现产销一条龙，在仔猪繁育
基地的带动下，脱贫致富的贫困户会
越来越多。

在脱贫攻坚中，固阳县因地制宜、
因户施策，坚持“镇指导、村落实、户实

施”的原则，4年累计投入到户补贴资
金近4000万元，落实了种薯、滴灌带
以及猪、羊、牛、驴等种养殖奖补及圈
舍补贴，覆盖全县有劳动能力贫困户。

2016 年以来，固阳县累计投入
1.08亿元，培育形成田丰、建华禽业、兴
农达等一批带贫减贫项目，带动1200
多户贫困户实现户均年增收1800元。
今年，通过资产收益保底分红为997名
贫困人口发放收益金173.68万元。

与此同时，固阳县积极构建生态

扶贫网络，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园林扶
贫、造林合作社三种生态扶贫手段带动
贫困户增收；将年龄大、劳动能力差、收
入来源少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

“五保”、缴纳养老保险，兜牢织密社会
保障网；进一步简化贷款程序、缩短审
批时间，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基本实现了
扶贫小额信贷“应贷尽贷”，助力贫困户
增收脱贫，不断释放政策红利……1994
年，固阳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
2011年，调整为自治区级贫困县；2013

年，确定为38个省级领导干部联系的贫
困旗县之一；2017年，25个自治区级贫
困村全部退出；2019年，固阳县通过自
治区级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验收，甩
掉了压在头顶25年的“贫困帽”。2020
年，全县建档立卡5184户10077人中，
5178户 10064人已脱贫，其中946户
2142人不再享受政策。

决战贫困摘穷帽，巩固提升奔小
康。固阳县正全力做好脱贫摘帽后半
篇文章，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固阳县：做好脱贫摘帽后半篇文章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
晗）10月 17日，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
奖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先进事迹视频
报告会在北京召开。我区设视频分会
场，同步组织收看。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张韶春出席。

大会对获得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了表彰。我区4名个人
和1个组织获得表彰，其中，兴安盟突泉县
委书记屈振年作为2020年荣获组织创新
奖代表在北京主会场作首场事迹报告，讲

述突泉县创新管理扶贫资产的典型经验。
这是我区脱贫攻坚奖推选工作首次获此殊
荣，展示了我区脱贫攻坚改革创新的成果。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现身说法，
再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场景，
赢得了我区分会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报告会振奋人心，
听后备受鼓舞，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
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冲刺期，我区应继
续弘扬“蒙古马”精神，建立健全防止返
贫致贫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我区组织收看2020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
脱贫攻坚先进事迹视频报告会

张韶春出席

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戴宏）10月17日下午，中国最
大的“礼仪奶酪”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诞生。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颁证官胡
杰，对镶黄旗乳香飘乳业有限公司制
作的浩乳德（拼接）——“礼仪奶酪盘”
进行了现场认证，并颁发“大世界基尼
斯之最”证书。

这款被认定为中国最大的“礼仪
奶酪”，底部直径1.6米，顶部直径0.2
米，高0.99米，共9层，由211块铸花奶
酪块组成。共用鲜奶20499公斤，成
品总重量1366.6公斤。镶黄旗乳香飘
乳业有限公司耗时15天制作，并于10
月17日上午7时30分至9时在活动现
场拼接成礼仪乳酪盘。镶黄旗公证处
对本次纪录活动过程进行了公证。

据了解，蒙古族传统风格的“礼仪
奶酪”，又称奶豆腐，是蒙古族饮食礼
仪中最神圣礼节的一种。每逢重大的
节日或宴会，招待宾客首先要摆上“礼
仪奶酪”，敬请宾客献奶酪和品尝。“礼
仪奶酪”也称为“德吉”，意为“上、初”；
拥有深厚的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底
蕴，它象征丰收、财富、喜庆、团圆、快
乐、和谐及最美好的祝愿。

中国最大中国最大““礼仪奶酪礼仪奶酪””在内蒙古诞生在内蒙古诞生！！

本报巴彦淖尔10月17日电 （记
者 韩继旺）10月15日，内蒙古黑猫煤
化工有限公司一期260万吨焦化及焦
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二期焦
化及焦炉煤气综合利用和氢气配套项
目开工。

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位于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工业园区，是陕
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控股并
重点打造的循环绿色示范发展的煤化
工标杆企业。此次投产的一期260万
吨焦化及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总投
资55.24亿元，整体设计领先国内同期
水平，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年产焦炭260
万吨、甲醇30万吨、合成氨8万吨、煤焦

油11.27万吨、硫铵7.37万吨、粗苯4.65
万吨；预计平均年销售收入47.37亿元，
平均年利润总额7.67亿元。一、二期项
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平均年销售收入约
300亿元，平均年利润总额36亿元，年
上缴税金35亿元；可直接提供就业岗
位6000余个。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充分利用进口
煤炭资源发展新型煤化工，把通道经济
变为落地经济。黑猫煤化工项目的成
功落地投产，既能有效提升资源就地转
化加工能力，又能推动新型煤化工产业
链的延伸配套，带动产业集群发展，对
巴彦淖尔市经济社会发展必将起到强
劲的助推作用。

黑猫煤化工一期项目投产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获得“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纪录认证的最大的浩乳德（拼接）——“礼仪奶酪盘”。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本报乌兰察布10月17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海军 实习生 诺琪）
10月17日，在全国第七个“扶贫日”到来
之际，乌兰察布市举办了以“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同步迈进小康社会”为主题的庆
祝活动。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自2016
年脱贫攻坚开始到2019年年底，乌兰察
布市28.9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据悉，乌兰察布市始终把脱贫攻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工程，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认真落实“五个一
批”“六个精准”要求，狠抓责任、政策、
工作的落实，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
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建立了市委常委
包联旗县市区工作机制，成立了18个
脱贫攻坚专项工作推进组，切实加强对
旗县市区、行业部门的督促、指导。92

名处级干部带队的驻苏木乡镇脱贫攻
坚督导组，1318支驻村工作队，5792名
驻村扶贫干部下沉一线，3.2万名包扶
干部帮扶8万户贫困户，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而共同努力。

在乌兰察布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支持下，全市8个国贫旗县、2个
区贫旗县全部退出，750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贫困人口由2014年的29.1万人下降
到 2019 年的 0.2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4.54%下降到0.12%。农牧民可支配收
入由2016年的9085元增加到11971元，
增长31.76%。让人欣喜地看到，乌兰察
布农村牧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饮水
变得更加清澈安全、房屋变得更加宽敞明
亮、基本医疗保障变得更加细致周到、全
市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而辍学。

乌兰察布市4年让28.9万贫困人口脱贫

10月17日，鄂尔多斯民族歌舞剧院青年合唱团演唱《六十棵榆树》。当日，第十
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2020内蒙古合唱大赛阿拉善展演在阿拉善盟金色胡
杨音乐厅拉开帷幕。活动为期 3天，以“唱响内蒙古 共圆中国梦”为主题，从内蒙
古各地52支合唱团中选出的13支优秀合唱团参加比赛，期间，参赛的合唱团还将与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以及当地的合唱团进行惠民展演，让观众零
距离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 王正 摄

唱响内蒙古 共圆中国梦

■上接第1版 配套设施暖棚134个，
同步建设卫生室、便民超市、厕所等附
属设施，确保每个易地搬迁家庭有1人
以上实现稳定就业，让搬迁户吃下“定
心丸”、看到新希望，9个自然村108户
贫困群众全部搬出了大山，实现了安
居致富梦。

2019年，为了让 134个设施暖棚
得到有效利用，当地引进山东菏泽农
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硬果番茄
产业，贫困户一个暖棚年租金收入
3000元，暖棚出租后再返回务工，每人
每年还有劳务收入1.5万元左右。

脱贫攻坚，人民至上。从上到下
部署、由点到面执行，一个个成果、一
项项举措、一次次变化，贫困群众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破茧成蝶——振兴图景次第开
下一程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接力棒如何交接？

找好结合点，编好“麻花辫”。我
区乘胜追击，不断推动减贫战略和工
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
机制，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方向已定，路径已明。全区各地
加快部署，狠抓落实——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发展产
业是硬道理。我区坚持产业进村、扶
持到户，因地制宜培育一批市场前景
好、辐射带动强、群众满意度高的扶贫
产业、采取菜单式、先建后补、以奖代
补、企业带动等方式，带动全区50%左
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今年，已向贫
困旗县倾斜产业发展资金209亿元，产
业项目覆盖贫困人口83.15万人次。

志智双扶，有效激发内生动力。
我区建立脱贫攻坚志智双扶激发内生
动力和推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过渡

机制，以树立良好家风、推动移风易
俗、深化爱心超市、孝扶共助为载体，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
形成文明乡风。

提升基层党建水平，统筹推进乡
村振兴。探索区域内嘎查村集体经济
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模式，打造党建
联合体与产业化联合体融合发展、引
领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典型。同时，依
托市县乡村四级党群服务中心体系，
对贫困嘎查村党群服务中心软硬件规
范化建设标准进行探索，提升服务保
障阵地功能。

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振兴图景次
第展开。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
利用市级扶贫重点嘎查村项目资金，
在芒哈图嘎查建起该旗第一家“全景
式”奶食品生产加工晾晒透明车间，带
动嘎查30个牧户和全部困难户发展少

数民族特色食品产业，嘎查集体经济
收入大幅增加。

赤峰市启动首个乡村绿廊项目，
尝试将脱贫攻坚的阵地前移。通过该
项目增设体育设施，引导农村群众加
强体育锻炼，减少因病致贫、返贫发生
率。同时，逐渐改变农村群众以前不
健康的生活习惯，唤起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通辽市科左后旗深入实施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加大人畜
分离养殖、粪污处理、厕所革命推进力
度，逐步提升村庄基本居住功能。此
外，实施好农村公路建设、安全饮水巩
固提升、新一轮农网改造等项目，基础
设施短板正加快补齐。

在牢牢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
的基础上，我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凝心聚力、奋勇前进，
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

风 劲 帆 满 奔 小 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