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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宣布：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将于11月2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将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刘晓冬）11月26
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电视电
话会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
吸取反面典型教训，坚定守初心、担使命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全力推动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圆满收官、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
步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石泰峰作案件剖析报告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自治
区政协主席李秀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
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法检“两长”出席会议，自
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奇凡主持会
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九监督检查室、宣传部有
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扫
黑除恶之打伞破网》。

会议指出，从近几年反腐败斗争实践看，我区
腐败问题存量很大、增量仍在发生，且呈现出滋生
时间久、埋藏根子深、共腐链条长、牵扯范围广、污
染程度重等特点，特别是涉煤腐败“毒瘤”严重污染
政治生态，黑恶势力“保护伞”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司法腐败严重践踏社会公平正义，高校“蛀虫”严重
破坏立德树人环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近年来查处的一大批腐败案件，既是一份沉甸
甸的反腐“成绩单”，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教育“警示
录”。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以反面
典型为镜鉴，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
不懈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要深刻吸取
政治底线失守的教训，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不断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深刻吸取理想信念丧失的教训，持之以恒加强党
性锻炼和思想改造。要深刻吸取宗旨意识缺失的
教训，坚守人民立场，切实端正权力观、政绩观、事
业观。要深刻吸取权力异化滥用的教训，廉洁修身
齐家，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会议强调，当前我区正处于全面修复、着力重
构政治生态的关键节点，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严”
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下决心减少腐败存量、遏
制腐败增量。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
人职责，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纪检监察
机关要强化监督、铁面执纪，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
面覆盖、全面落实。要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有
效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
空间。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用力
从严查处各类腐败问题，集中发力坚决查处金融、
政法、国企和煤炭资源等领域腐败问题，推动重点
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以案促改制度
化常态化。要锲而不舍整治纠治作风顽疾，始终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各盟市旗县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森工集
团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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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26 日讯 （记者 章
奎）11月26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顺
孟和，副主任王波、吴团英、李荣禧、廉素、
张院忠、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和常委会
委员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郑宏范、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琪林列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
成人员63人，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59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土
壤污染防治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农村
牧区公路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
生条例》。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保养条例》
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呼
和浩特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议，关
于批准《呼伦贝尔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蒙医正骨保护
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
《鄂尔多斯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
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城
市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
整设区的市、旗县（市、区）、苏木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
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2020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的决议》。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石泰峰向牧远颁发了任命书。
牧远向宪法庄严宣誓。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谋划
新发展阶段的人大工作，制定好自治区

“十四五”规划纲要民主法治建设相关内
容，做好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
批准我区“十四五”规划纲要工作，确保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全区各族人民
的共同意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
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提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坚定坚决
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
宣传好、解读好本次会议通过的地方性
法规，加强实施保障，推动法治理念深入
人心。有关方面要认真执行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的决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最
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区各
级人大要按照开展国有资产监督工作职
责定位，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提高监督
质效，依法管好全区人民的共同财富。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代表建议承办部门
要把办理代表建议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将高质量建
议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实际举
措。各位组成人员和常委会各工作部门
要认真做好年度收尾和总结工作，抓紧
研究提出常委会明年立法、监督、决定、
代表等工作项目建议，统筹安排好设区
的市、旗县（市、区）和苏木（乡、镇）人大
换届工作。要认真做好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
开、圆满成功。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石泰峰主持讲话并颁发任命书

本报11月 26日讯 （记者 郭
俊楼）11月 25日，自治区十二届政协
召开第41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李秀领主持会议并讲
话。自治区政协领导王中和、罗志虎、
董恒宇、郑福田、刘新乐、常军政、马学
军、魏国楠及秘书长狄瑞明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二
届十三次常委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决定会议于12月2日至3日在呼和浩
特召开，会议主题为学习贯彻中共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言“十四五”。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委员履职量化考
评强化委员责任担当的办法（试行）。

会议指出，政协委员是界别群众
的代表，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制定实

施委员履职量化考评办法，是贯彻落
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进一步加强委员履职服务管理、强
化委员责任担当的现实举措。

李秀领强调，政协委员要像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具有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情怀和担当，做到“懂政
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
重品行”，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
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
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当好人民政协
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充分
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在政
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和在界别群众中
的代表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十二届政协召开
第41次主席会议

李秀领主持并讲话

11月 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出席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
议，并为新任命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厅长牧远颁发任命书。 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 11月 26日讯 （记者 戴
宏）11月 26日，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
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
布小林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
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
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
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
结合政府工作实际全面抓好贯彻落
实。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11
个方面的要求，结合谋划自治区“十

四五”发展，将法治政府建设和“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谋划、同
步部署、同步推进，切实把习近平法
治思想落实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
过程各环节。全区各级政府主要领
导要切实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的职责，政府系统各级工作人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
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
法守法护法的模范。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新发展阶段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区对
接融入长江经济带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于自治区发展特别是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下转第2版

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

布小林主持

本报 11 月 26 日讯 （记者 戴
宏）11月 2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
常务会议，听取全区统计工作、金融工
作情况汇报，研究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等事项。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
正确政绩观和发展观，不折不扣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
央、国务院推进统计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
部署，坚决维护统计数据质量，确保统计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要坚持依法统计依
法治统，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肃惩处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高质量做好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全面小康统计指标监测
等重要工作。对国家统计督察指出的问
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彻底整改。

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工
作，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主线，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强协调、化不
良、治乱象，健全完善防风险工作机制，实
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继续深化金
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切实提高
金融监管法治化水平。

会议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推动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发展
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目标的全
方位变化，坚持矿区、园区、城区生态环境
问题和气、水、土污染问题一体治理、联防
联控、标本兼治，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树立“一盘
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治理措施，强
化支持保障，主动协同作战，确保完成污染
防治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审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推进煤炭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实
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执行
责任制规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听取全区统计和金融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等事项

本报 11月 26日讯 （记者 梁
亮 实习生 张建）近日，中央文明委
印发了《关于表彰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
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及新一届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的决
定》，内蒙古电力设计院获评全国文明
单位。

据悉，内蒙古电力设计院自2007
年获评自治区文明单位标兵以来，持续
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导向，严格按照
《全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认真对照“理
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教育”“党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优
质经营服务”“履行社会责任”等十几个
方面70多项具体要求， ■下转第2版

内蒙古电力设计院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本报 11月 26日讯 （记者 张
文强）11月 26日下午，自治区政府新
闻办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
70次新闻发布会，满洲里市副市长郭
晓芳主持发布会并介绍了满洲里市疫
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自治区综合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文瑞、满洲里市疾
控中心主任王洪全、满洲里市人民医院
院长孙莉、满洲里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力
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郭晓芳介绍，11月22日下午14

时，满洲里市（含扎赉诺尔区）启动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全市居民积极配合，
主动有序前往规定地点进行采样，仅
用两天半完成采样，3天完成全员核酸
检测。截至11月25日晚，累计核酸检
测203326人，发现阳性人数10人，其
余结果均为阴性。截至目前，通过全
员核酸检测和“应检尽检”共发现阳性
人数12人（确诊病例11例，无症状感
染者1例）。

■下转第2版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第70次新闻发布会
介绍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