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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及庆
玲）6月 25日，“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专场新
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是我区

“庆祝建党百年 践行初心使命”系列
发布会的第六场。

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了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环境资源审
判、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平
安内蒙古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并
答记者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远考量自治区在维
护国家安全稳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赋予内蒙古“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的重要定位。全区各级政法机
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 执 行 力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总要求，
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
导向，全力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重要职责，
奋力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努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法
治内蒙古，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为统筹推进全区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创造了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政法事业
不断取得新进步。 （详情见第14版）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十届自
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
成。

3月31日至5月20日，第九轮巡视
安排 12个巡视组，以“一托二”“一托
三”等方式对内蒙古日报社等15个区
直事业单位党委（党组）、自治区总工会
等9个群团党组、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7个开发区（新区）党工委及呼
伦贝尔农垦集团党委开展了常规巡视，
对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开展了专项
巡视。

6月 21日至26日，12个巡视组陆
续向33个被巡视党组织进行了现场反
馈。按照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安排，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自治
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党委巡视办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分别向被
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听取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和
2020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
作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自
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同志听取第九轮
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对抓
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各巡视组组
长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了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并向领导班子反
馈了巡视情况。

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
办学实践有差距，高标准落实“党校姓
党”原则用力不足，对党校事业高质量
发展缺乏目标引领；推进改革创新政治
担当不够，加强党校教师队伍政治引领
不够到位，运用新发展理念服务自治区
中心工作作用发挥不力；管党治党意识
不够强，落实主体责任有差距，权力运
行监督制约有短板；作风建设抓而不
实，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久拖不决，
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落实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有差距，党建统领教学科研
能力不够强，机关党建和基层党建工作
存在短板；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
改不到位。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委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到位，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用力不够；发挥党委领导作用不够有
力，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滞后，学科带
头人稀缺、思想库智囊团作用发挥不足
问题并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视不
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
项目资金存在潜藏风险；履行“两个责
任”不够有力，管党治党责任弱化，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禁而未绝；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短板，选人用
人制度执行不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不
到位；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
彻底，存在边改边犯、纸面整改现象。

内蒙古日报社党组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不够
深入，发挥思想舆论主阵地作用不充
分，深化媒体融合发展用力不足；履行
职能责任有差距，新闻舆论政治引领功
能弱化，宣传质量和影响力不够高；贯
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有差距，
主体责任压得不实，廉洁风险防控不够
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
在；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到位，
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严格，干部队伍建
设存在短板，基层党建工作比较薄弱；
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
长效机制尚未健全。

实践杂志社党委宣传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入，
研究把握新时代宣传规律不到位，发挥
思想理论阵地作用不充分；推动改革创
新力度不够，体制机制改革有差距，刊
网深度融合推进不力；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部署不到位，履行“两个责任”有
偏差，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整治不够彻底，调查
研究不够深入，“懒官”问题依然存在；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干部

人才队伍建设有短板，基层组织建设薄
弱；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到
位。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
精神和关于档案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有差距，领导班子发挥作用不充
分，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不够有
力；履行核心职能不够扎实，档案保管、
利用、服务工作存在短板，指导督促档
案馆建设不够有力，档案信息化建设相
对滞后；党风廉政建设重视不够，重点
岗位存在廉洁风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四风”问题禁而未绝；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专业人才培养
不够有力，党员教育管理不规范；落实
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长
效机制不够健全。

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为
党著史”政治意识淡漠，履行党史和文
献研究核心职能职责有差距，党史学习
教育组织推进不够有力；贯彻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不到位，主体责任压得不
实，党风廉政建设不力，以案促改效果
不佳；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有待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统筹谋划不足，干部日常监
督失之于宽；落实党建责任制不扎实，
基层党建工作有短板，“三会一课”制度
执行不严格；干部担当作为意识不强，
激励机制不健全，慢作为、不作为问题
突出；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
改不彻底，存在边改边犯现象。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党组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够深入，政治
学院意识树得不够牢，落实《社会主义
学院工作条例》有差距；聚焦主责主业
发挥职能作用有欠缺，科学化、规范化
办学治院有短板，智库建设推进滞后；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够到
位，“两个责任”压得不实，权力运行监
督制约不够有效，重点领域存在廉洁
风险；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
距，班子自身建设有待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存在短板；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
题整改不够到位，常态化长效机制不够
健全。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党组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
讲话精神不深入，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不
充分，新闻舆论宣传引领力、传播力、影
响力不强；提素质、强队伍政治能力缺
失，把握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推出
高质量精品力作不够；深化改革推进不
力，媒体融合发展滞后；履行“两个责
任”不到位，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

“四风”问题整治不够彻底；领导班子自
身建设有待加强，选人用人和干部队伍
建设存在短板，缺配和空岗问题并存；
党建工作抓而不实，基层组织建设薄
弱，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依然存
在；对上轮巡视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有
差距，存在边改边犯现象。

自治区大数据中心党组贯彻新发
展理念有差距，统筹谋划工作不够到
位，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效果不明显；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存在薄弱环节，数据安
全隐患问题比较突出，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落实不到位；“两个责任”压得不
实，专项资金管理不严格，形式主义问
题仍然存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有差距，履行干部管理职责不到
位，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严格；推
进党建工作不够有力，党建与业务融合
不够，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对审计发现
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有差距，存在边改边
犯现象。

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党委发挥核
心职能作用有短板，破解“卡脖子”难题
主动作为不够，畜牧科研、草原生态环
保技术支撑能力薄弱；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缓慢，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统筹不力，
落实人才引领发展战略有差距；履行

“两个责任”不到位，管党治党抓而不
实，干部队伍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领导
班子自身建设有待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和选人用人问题突出，“吃空饷”问题治
理不彻底；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有差
距，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短板，党费使
用不规范；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
题整改不力。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党组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落
差”，履行文史咨政和文化统战职责不
够到位，推动体制机制改革魄力不足；
防范化解风险力度不够，意识形态阵地
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履行“两个责任”不
够到位，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四
风”问题依然存在；干部队伍建设有短
板，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规范，存在干
部考察程序倒置、先提后核问题；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基层党组织建
设薄弱，党员教育管理不严格；对巡视、
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彻底，长效机制
不健全，存在边改边犯现象。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贯
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差距，服
务“三农三牧”宗旨意识树得不牢，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强；发挥核心职
能不充分，引领推动社属企业改革发展
能力不足，对供销系统腐败问题重点整
治工作担当不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部署不够有力，依法依章治社理念淡
薄，对下属单位失管失察，以案促改工
作不够深入；廉政风险问题突出，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存在

“靠社吃社”现象；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不到位，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不严不实，
党的组织生活会制度执行不规范；对巡
视发现问题整改落实不到位。

内蒙古自治区合作交流中心发挥
领导班子核心作用不够充分，落实机构
改革要求有差距，执行公务接待管理规
定不够严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治责
任落实不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压得
不实，保密法相关规定执行不严；履行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有差距，党风廉政建
设监督机制不健全，公务接待专项经费
使用不规范；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执行集体决策制度不到位，激励约束机
制不健全；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
够充分，党支部换届程序不规范；落实
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彻
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
事处履行领导班子核心作用不到位，落
实民主决策制度不严格，推动机构改革
不够有力；履行职能职责有差距，执行
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不严格，发挥经济联
络作用不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不够有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而不
实，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干部队伍建
设有短板，执行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不
严，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不规范；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执行党组织生
活制度不严格，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
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不到
位。

内蒙古艺术剧院党委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不到位，推进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决
策部署不够有力，激励约束机制不完
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有差距，日常监督不够有力，
存在违规使用国有资产、投资入股等问
题；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
执行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不严格，基层党
组织建设薄弱；落实巡视、审计等发现
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检视问题整改不彻底。

自治区总工会党组履行职责使命
不够到位，强“三性”、去“四化”深化工
会改革不够扎实，思想引领能力与新形

势新任务有差距；发挥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作用不充分，弘扬劳模精神强化
劳模评选服务管理不到位，维护职工权
益主动作为不够；履行“两个责任”有差
距，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问题仍有发生；贯彻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选人用人和干部
队伍建设存在短板，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不到位；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
改不彻底。

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聚焦
主责主业发挥核心职能有欠缺，联系服
务青少年能力不足，统筹推进改革不够
有力；政治风险防范不到位，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有短板，团属阵地建设
有待加强；管党治党意识不够强，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有缺失，权力运
行监督制约不够有效；履行监督责任有
差距，日常监督不到位，执纪问责“宽松
软”；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有待加强，选人
用人制度执行不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不
严肃；落实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有差距，整改长效机制不健全。

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党组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事业和妇联工
作的重要论述不够深入，发挥思想政治
引领作用不充分，维护基层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不到位；落实群团改革要求有短
板，基层妇联组织建设不完善，桥梁纽
带作用发挥不充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部署有差距，干部职工教育管理监
督不严，纠治“四风”问题不彻底；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有欠缺，机关和基层党
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领导班子自身
建设有待加强，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不
严格，干部队伍建设和选人用人不规
范；对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到
位。

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学习贯
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够扎实，落
实党中央关于科协工作决策部署有差
距，基层科协组织建设推进不力；推动
科协系统改革力度不足，联系基层科技
工作者有差距，“智慧科协”作用发挥不
够；风险防范化解力度不够，意识形态
阵地管控不严，财务制度执行不规范；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有差距，履
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够到位，重点
领域和岗位存在廉洁风险；落实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执行选人用人制
度不规范，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短板；对
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不彻底，长
效机制不健全。

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
要讲话精神不深入，履行核心职能有差
距，推进文联发展举措不够扎实；发挥
领导班子作用不充分，推动全面深化改
革不到位，对基层文联指导协调不足；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短板，意识形态阵
地建设薄弱，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不严；
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内部管理松散，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依然存在；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差距，选人
用人制度执行不严格，基层党组织建设
薄弱；落实巡视、审计等发现问题整改
不够到位。

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党组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重要论述不到位，落实工
商联改革任务推进缓慢，协助政府管
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主动性不强；
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压力不够，执行“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不严格，内部管理不
规范；深入基层调研、改进文风不扎
实，“四风”问题时有发生，“机关化”问
题仍然存在；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不够深入，干部队伍建设有短板，党
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落实巡视整改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存在纸上
整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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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情况公布

本报 6月 27日讯 （记者 章奎
帅政 王塔娜）6月22日至26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率领调研
组在我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和修改
工作进行调研。张春贤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刻认识“两委”组织法的
重要地位和现实作用，进一步加快修
法步伐，以法治方式保障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陪同有关活
动。

张春贤对内蒙古在坚持政治统领、

大力强本固基，深入贯彻实施“两委”组
织法方面的经验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基
础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基层治理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今年党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修订“两委”组织法，全国人大
常委会也把它列入五年立法规划。调
研组这次来，就是围绕修订“两委”组织
法进行实地考察、听取意见。

张春贤强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两委”组织法是
保障宪法实施、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
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律。要充分认识“两

委”组织法的重要地位和现实作用，深
入贯彻实施好这两部法律。要深入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党领导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的制度；尊重基层首创精
神，总结吸收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落
实民法典要求，处理好“两委”与其他基
层组织的关系；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新
时代新形势发展对基层治理提出的新
要求。要高效率、高质量起草和修改好
法律草案，争取早日提请审议通过，为
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供有
力法律支撑。

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段家窑村、蒙
草百草园种业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大庆主会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保合少镇恼包村、赤峰市松山区临潢
社区、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村和杨家
湾村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听取自治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汇报。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刘粤军、宫蒲光，民政部副部长王
爱文，全国人大代表王欣会、王俊祥一
同调研。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
委书记王莉霞，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
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韶春分别陪同
有关活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
主任那顺孟和主持座谈会。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彦苓，自治区副主席
奇巴图陪同调研。

张春贤率队来我区调研时强调

加快“两委”组织法修法步伐
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石泰峰陪同

本报呼和浩特 6月 27日讯 （记
者 皇甫秀玲）6月26日晚，美丽的呼
和浩特敕勒川草原灯光璀璨，宾客满
盈，“礼赞伟大祖国·礼献草原人民”华
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首发礼在这里隆
重举行，共同见证经过700余位专家、
艺术家日夜奋战210多天，将一座以
全新概念、新城市地标为定位的城市
文化综合体“绽放”在敕勒川草原。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
书记王莉霞出席并致辞。自治区副主
席郑宏范，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
任杨志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晓宏，中国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吴文学，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主席胡占凡等出席。

王莉霞在致辞中说，在“十四五”
开局起步之年，呼和浩特坚持把文旅
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倾力
建设区域性生活消费中心、休闲度假
中心，全力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的“后
花园”。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作为
首府“十四五”时期重点文旅项目、建
党百年献礼工程，将让人们亲耳聆听、
亲眼目睹、亲手感触首府灿烂的历史
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俗风
情，进一步丰富人民生活、提升城市品
味，成为呼和浩特的“靓丽之窗”。

“礼赞伟大祖国•礼献草原人民”
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首发礼举行
王莉霞出席并致辞 郑宏范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范思翔）27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北京举办首
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院长曲青山等向媒体记者介绍新时
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立以来，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扎实推进党史研究、文献编
辑、著作编译等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时
代党史和文献工作新局面。”曲青山说。

作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专门机
构，曲青山将近年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所做的工作总结为三方面：一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一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的编辑、研究、翻译、宣传等各项工作中取
得了新成绩；二是聚焦党的历史和理论研
究主责主业，在协同推进文献编辑、著作
编译和党史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取得了新
进展；三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党
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中取得了
新成就。

随后，曲青山等还围绕中国共产
党百年来的主要贡献、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参与的具
体工作等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回答
了媒体记者提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
新闻中心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聚焦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100版的《内蒙古日报》你见过吗？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7月 1日当天，《内蒙古日报》
（汉文版）推出“永远跟党走——热
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00版特别报道，《内蒙古日报》（蒙
文版）同步推出40版特别报道。

厚重磅礴！看点肯定不少。
这是一份蕴含红色记忆的报

纸，带你重温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
大的历史瞬间；这是一份蕴含内蒙
古发展密码的报纸，带你重温内蒙

古的发展历程、成就亮点；这是一份
饱含温度的报纸，经济、社会、民生，
讲故事、说变化，你总能从中找见经
历过的变化……

想收藏这份报纸吗？机会来
了！我们将送出500份报纸，先到
先得。致电内蒙古日报社全媒体服
务中心，留下你的详细信息，免费给
你邮寄到家。

联系人电话：
贾女士：13500614928
张女士：13704788840

这份报纸值得珍藏，送你！

永 远 跟 党 走
草原云·百名记者万里行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袁宝年
邓玉霞 怀特乌勒斯
呼布琴

见习记者 郭羽
商都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海玲

“我每天5点多起床，来大棚里为
幼苗通风、除草，给它们浇水、打药、培
土，一忙就是一整天。”乌兰察布市商
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民王振亮满怀期
待，今年大棚纯收入有望达到3万元。

6月17日，“‘永远跟党走’——草原
云·百名记者万里行”大型传播活动报道
组记者走进商都县七台镇喇嘛板村希森
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58岁的村民王
振亮正在大棚内为垄垄娇嫩的小马铃薯
原原种苗培土，看到记者走进来，他笑着
提醒道，小心踩到幼苗。

王振亮承包种植的马铃薯原原种
大棚，可种植幼苗7万株左右，一般情
况下，能收获20万粒原原种，纯利润
可达2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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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光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