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或0471-6659749

2 责任编辑：肖振英 版式策划：王冠磊 制图：王霞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要闻要闻

决定任命：
黄雅丽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职名单

（2021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
张双泉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兴安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赵占军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拉善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
苏秀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职名单

（2021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武瑛、亢学栋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职名单

（2021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王世宏、时迎迎、杨吉平调离自治
区。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世宏、
时迎迎、杨吉平的代表资格终止。

呼和浩特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巴建光、冯家举辞
去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包头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包满达、苗银柱辞去自
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呼伦贝尔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定接受吴团英、呼群、钢特木尔、
侯岩、胡家才、陈立新辞去自治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突泉县第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
欧阳晓晖辞去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科右中旗第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博彦辞去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通辽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定接受刘宏阁辞去自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通辽市第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接
受冯万玉辞去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赤峰市第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张靖宇辞去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乌兰察布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特古斯、徐雪峰辞去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鄂尔多斯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马学军辞去自治区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巴彦
淖尔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定接受郭健辞去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乌海市第九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军朴
辞去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巴建光、
冯家举、包满达、苗银柱、吴团英、呼群、钢
特木尔、侯岩、胡家才、陈立新、欧阳晓晖、
博彦、刘宏阁、冯万玉、张靖宇、特古斯、徐
雪峰、马学军、郭健、王军朴的代表资格终
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吴团英的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人大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相应
终止；郭健的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博彦的自治区人大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包满达、王军

朴的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
止；呼群的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
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
止；巴建光的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钢
特木尔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特古斯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苗银
柱、冯万玉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相应终止。

呼和浩特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补选龚家栋、奇锦玉为自治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包头市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补
选孟凡利、范志平、牛小平、李全文为自治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呼伦贝
尔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补选包野、姜伯彦、李钢为自治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突泉县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补选陈洁为自
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科右
中旗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补选谭景峰为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通辽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补选衡晓帆、郭玉峰、白音仓
为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乌
兰察布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补选杨春山、张琛为自治区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鄂尔多斯市第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补选许廷章为自治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巴彦淖尔
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补选岳
志君为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乌海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补选刘万华为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提出的报告，确认龚家栋、奇锦玉、孟凡利、
范志平、牛小平、李全文、包野、姜伯彦、李
钢、陈洁、谭景峰、衡晓帆、郭玉峰、白音仓、
杨春山、张琛、许廷章、岳志君、刘万华的代
表资格有效。

截至目前，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520人。

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21年1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本报呼和浩特 1月 20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1月 20日，呼和浩特城
市大脑在呼和浩特智慧城市指挥中心
正式上线启动运行，这标志着首府城市
治理现代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
记王莉霞，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出席，
并共同按下城市大脑启动键。

呼和浩特智慧城市大脑项目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三个融合”的指示精神启动建
设。上线运行的“城市大脑”已成功搭
建了由一个城市大脑智能中枢运营中
心，感知、数据、安全、“爱青城”APP四

个基础支撑体系，以及由此生成的 N
个智慧应用组成的“1+4+N”基本架
构，逐步为经济运行、社会治理、智慧
公安、城市管理、交通畅行、医疗健康、
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市民生活等方面
提供精准服务，引领城市迈入“数治之
城”。

呼和浩特相关负责人表示，呼和浩
特市将加快完善“城市大脑”一期建设
项目“智慧应用”试点工作，持续开发应
用功能，不断挖掘应用效能，逐步拓展
应用范围；突出民生服务，做优智慧应
用，真正为城市发展聚数、融智，让首府
城市更便民、更智慧。

呼和浩特城市大脑上线启动运行
王莉霞艾丽华出席

本报1月20日讯 近日，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出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
于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开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意见》，提出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
策，发挥人大代表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的重要作
用，自现在起，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意见指出，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为发挥人大代表在维护我
区民族团结中的表率作用的重要部署，是
维护我区民族团结大局、发挥地方人大在
做好民族工作方面重要作用、发挥代表维
护民族团结表率作用的迫切需要。

意见强调，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最新
民族理论政策，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立足于提高代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
意识、提高代表民族理论政策水平、提
高代表对“五个认同”的自觉自信和提
高代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引导代表增
强大局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忠诚为党
分忧，忠实为民代言，为开创我区民族
工作新局面贡献智慧、凝聚力量。

意见明确，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纳入代表教育培训内容，将
教育与代表闭会期间活动有机结合，组
织代表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举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示范班，并
组织自治区人大代表开展专题研讨。

意见要求，各级人大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将开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当前重大
政治任务，强化分类指导、加强舆论宣
传、强化考核管理，注重总结经验，积极
探索规律，保证教育效果和培训质量，
逐步形成开展教育培训的常态化机
制。 （卞辑）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出台意见
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开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本报记者 郭俊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内蒙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这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行
动纲领。

过去一年，自治区政协紧扣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建言资政，共组织召开
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专题协商会、对口
协商会、民主监督专题协商、提案办理
协商10次，同时开展视察考察7项，界
别活动22次，推动办理提案731件，形
成了一批有质量成果，为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参考。

这一年，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自治区
政协主动作为、持续发力。

继2019年将“优化营商环境，释放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快科技创新，驱
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列为年度协
商计划议题后，2020年，自治区政协把

“增加科技有效供给、助推高质量发展”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自治区优
化营商环境各项部署、进一步加强营商
环境建设”列入年度协商计划，推动协
商调研更深入、所提建议更务实。

去年7月至9月，自治区政协调研
组就“增加科技有效供给，助推高质量
发展”协商议题，先后深入呼和浩特、包
头、鄂尔多斯等盟市和江苏、宁夏等省

区进行调研。“我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科技有效供给水平不高，仍然是制约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调研组
认为，我区迫切需要增加科技有效供
给，努力走出一条依靠科技创新助推高
质量发展的路子。在自治区十二届十
二次常委会议上，8个产业领域的代表
作了大会发言，会议梳理出自治区煤化
工、能源、冶金、稀土、农牧业、大数据领
域科技供给短板及公关方向和技术需
求清单。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软实
力，也是核心竞争力。去年，自治区政
协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协商议政，推
进民主监督。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
政协同时发力、协调联动，各民主党派
和工商联共同参与，开展百家企业访
谈，全面、深度掌握了全区营商环境建
设情况，共同为优化营商环境把脉会
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此外，自治区政协就现代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振兴我
区奶业发展、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产
业园区布局等开展重点提案督办，推动
重大问题解决。

这一年，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自治
区政协集智聚力、共谋良策。

自治区政协将“推动沿黄地区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专题议政性常
委会议协商议题，委员、专家学者组成
调研组，深入沿黄相关盟市的黄河险工

段、蓄滞洪区、工业园区、生态治理工地、
水利工程现场细致调研，提出沿黄地区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把握的主要
原则，建议在沿黄流域抓好十个方面的
工程建设。

“草原是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保护好内蒙古大草原，必须牢记总
书记嘱托，保持战略定力，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2020年10月29日上午，自
治区政协机关 11楼会议室内交流正
酣。当日，自治区政协聚焦“进一步充实
完善草原生态保护措施”举行专题协商
会，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有关部
门及单位负责同志围坐一堂，立足草原
功能新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分
析原因，因地制宜提出了对策建议。

自治区政协就提升天然草地生态
安全功能、强化草种业战略支撑、建立
休牧长效机制开展重点提案督办。组
织住区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岱海水生态
综合治理情况，提出加强综合治理对策
建议。

这一年，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自治区政协紧扣民生难点热点用心用
情、尽职用力。

自治区政协就常态化贫困识别和
贫困救助机制、增强城镇就业吸纳能
力、加强基层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建设开
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视察考察；就加
快制定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开展提案办
理协商；就学前教育、民族职业教育、中

小学图书馆建设和利用、社区养老、城
乡社区公共安全体系等开展专题调
研。全年涉及民生的提案占比70%以
上，全部得到办理反馈，推动解决了一
批涉及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安全等民
生热点难点问题。

这一年，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打造向北开放桥头堡的重要要
求，自治区政协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协
商议政。

自治区政协就“发挥区位优势、主
动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开展对
口协商，提出了“进一步明晰、统一各口
岸的功能定位”“密切区域协作”“加大重
点项目建设力度”等诸多建议，以推动
内蒙古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实现
大发展、快发展。

一次次履职活动，一个个建言成
果，彰显着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自
治区政协还充分发挥社情民意信息在
政协履职中的经常性、基础性作用和直
通车优势，全年编报的767期社情民意
信息，被全国政协和自治区党委采用
137期，推动一批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
决。

新时代新阶段，自治区政协将进一
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政所需、社会
关注、政协所能，不断提高建言资政质
量和水平，努力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在新时代新征程书写好内蒙古
发展新篇章展现新作为。

深调研 共协商 建真言
——自治区政协2020年聚焦落实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言资政综述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王雅
静）“十三五”期间，内蒙古体育事业
充分发挥多元功能，深入推进群众
体育生活化、竞技体育集约化、体育
产业市场化、体育文化多样化，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
步。

体育发展法治环境更加优化，政
策体系日趋完善。“十三五”期间，制
定 出 台 了《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15—2020）》《内蒙古自治区冰雪
运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关于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推进
内蒙古足球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深化体育领
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体育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体育设施建设力度逐步增强。
新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内蒙
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等大型场馆设
施。全区旗县（市、区）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实现全覆盖，行政村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覆盖率为 93.3%，初步
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种类多
样 的 全 民 健 身 设 施 网 络 。 截 至
2019 年底，全区体育总场地数量
57605个，总场地面积 5125.73 万平
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02 平方
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臻完

善。群众体育组织发展壮大。全区
共有旗县级以上体育社会组织2239
个，初步形成了“体育总会+单项体育
协会+人群体育协会”的体育健身组
织网络。特色品牌创建活动精彩纷
呈。每年平均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 2200 余次，累计参与人数达 900
余万人次。

足球改革与发展工作持续深
化。我区自成为足球改革与发展试
点省区以来，实现了在规划体系、联
赛体系、人才体系、职业队伍、经费保
障和足球文化 6个方面从“0”到“1”
的重大突破。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围绕拳击、柔道、竞走、马术、冰雪、曲
棍球、马拉松等重点项目培育我区优
势项目集群。“十三五”期间，我区运
动员在重大体育赛事中获得498枚
金牌、449枚银牌、595枚铜牌，实现
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里
约奥运会铜牌、平昌冬奥会银牌分别
实现我区运动员参加境外奥运会、冬
奥会奖牌“零”的突破。

此外，“十三五”期间，我区扎实
推进“十四冬”筹办工作；体育产业
经济效益逐渐显现；体育文化发展
绽放独特光彩；体育对外交流合作
日益活跃；体育扶贫工作精准深入
推进。

内蒙古体育事业“十三五”期间
取得长足进步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戴宏）
农历辛丑牛年到来前夕，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呼和浩特看
望慰问省级离休老同志云照光，代表自
治区党委、政府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
的祝福。

布小林来到云照光家，一进门就热
情地向老人问好，送上美好祝福，关切
地询问老人身体状况、饮食起居情况，
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十分高
兴。她坐下来与老人聊天，聆听老人回
忆过去的峥嵘岁月和革命斗争经历，感
谢老人在革命年代和建设发展时期为
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贡献。她向老人
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
对自治区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

布小林说，老同志是有功之臣，是
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关
心关爱老同志，用心用情为他们办好事
做实事解难事，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幸
福；要大力弘扬老同志的政治品格、崇
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凝聚形成推进新时
代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希望老同志
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自治区
的改革发展，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云照光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
心，对自治区“十三五”发展取得的成就
由衷地感到高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强
盛，祝愿内蒙古明天更加美好。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看
望。

布小林看望慰问
省级离休老同志云照光

1月20日，首府市民在内蒙古消费扶贫集中采购展销服务中心选购年货。据了
解，内蒙古消费扶贫集中采购展销服务中心目前已与全区195家扶贫产品供应商建
立联系，入驻扶贫产品经销企业 125家，已纳入的扶贫产品涉及 12个盟市的米、面、
油、肉、杂粮、手工艺品等扶贫产品 1000余款。该中心自 2020年 5月 31日揭牌运营
以来，实现销售扶贫产品突破2000万元。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扶贫产品走俏春节市场

本报1月 20日讯 （记者 及庆
玲）1月 20日下午，全区宣传部长会议
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讲话。

白玉刚强调，做好今年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更好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要精心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宣传教育，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
众意气风发迈进现代化新征程，书写“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篇
章。要牢牢把握开启新征程、开创新局面
的主基调，着力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鼓舞
士气、凝聚力量。要推动“十四五”时期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
一。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筑
牢祖国北疆意识形态安全屏障。要扛硬
宣传思想文化重大责任使命，奋力开创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
党的百年华诞。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盟市。

全区宣传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白玉刚讲话

本报1月 20日讯 （记者 刘志
贤）1月20日，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主任郑宏范出席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全体
（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
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会议精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党和国家教
育方针政策全面落实。

郑宏范强调，要聚焦教育改革发展
任务，重点围绕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
材、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德智
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评价改革、师

德师风建设、教育经费投入保障等开展
督导。要运用好督导结果，增强教育督
导的权威性、针对性、实效性。各地区
各部门要健全机构设置，细化完善举
措，加强督导力量，强化工作保障，合力
推动教育督导工作顺利开展。

会上，自治区教育厅总结 2020年
教育督导工作并安排部署2021年重点
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人社
厅、财政厅等成员单位作交流发言，各
盟市汇报了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工
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
和各盟行署、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全
体人员参加会议。

自治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召开2021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郑宏范出席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