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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在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
同时，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6 月 19 日，国家税务总局阿巴嘎旗税务局与哈乐穆
吉养老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系列主题党日活动，为百岁老
人过生日，共赞党的恩情。

活动分为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百年党史；传递祝福之
心，共祝百岁华诞；同唱经典红歌，感恩党的恩情；浓浓
关爱心，暖暖敬老情 4 个板块。青年党员们在入党誓词

中，感受着那段不平凡的往事，在红歌中追忆峥嵘岁月，
铭记先辈英勇事迹，进一步坚定了爱党爱国的理想信
念。

与党同龄的老人过生日、共话党恩，既能从党的百年
历史中感悟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更是将党史学习
教育与为民服务相结合的具体行动。阿巴嘎旗税务局将
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
以实际行动践行职责使命。 （伊丽娜）

唱支山歌给党听 百岁老人感党恩
——阿巴嘎旗税务局与哈乐穆吉养老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 6 月 29 日讯 连日来，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和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精准落实总行和监管部
门“安全生产月”各项部署安排，紧紧围绕今年“落实安全
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的活动主题，通过“三个强化”措
施，把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确保安全发展在线。

强化落实主体责任。一是坚持党政同责，坚持谋发
展必须谋安全，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分行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二是成立由办公室
和风险管理处共同组成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小组，具体
落实年度“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三是推进安全网格化
管理，各处室分区“安全包干制”之外，畅通信息联络，将
各区域安全联络人和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及时处理险情。

强化排查风险隐患。一是结合 2021 年监管安全保
卫专项检查及第七轮安全评估工作，开展安全自查工作，
对分行营业场所、食堂燃气管道、安全通道电梯等重点部

位强化全覆盖隐患排查。二是持续加强安全基础设施投
入，为员工更新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确保隐患排查整
改到位。三是强化全方位应急处置，组织防抢劫、防暴
恐、消防安全等应急演练，值班室张贴《突发事件报告流
程图》，确保快速反应、及时处置、堵塞漏洞、消除风险。

强化扩大宣教成效。一是强化全员警示教育，参观
警示教育展览，组织观看警示宣传片《安全生产红线不可
逾越》，开展“616 安全发展”知识培训竞赛。二是启用“安
全吹哨人”信箱，广泛动员开展“争做安全吹哨人”活动，
及时接收举报问题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防范事故风
险。三是注重金融生态和谐，积极推进宣传“五进”活动，
在居民小区、大型商场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应急
避险和自救互救方法。

安全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
分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防风险大概率思维，压实
责任，努力打好安全发展基础，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
围。 （张剑 雎佳）

抓落实 强管理 防风险 除隐患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三个强化”措施

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发展在线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日前召开全区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工作暨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总结部署会议。
总结回顾“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分析当
前面临的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是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以
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要求。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保持清醒头
脑，认识当前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面临的形势、困难和挑
战，精准发力突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注重效能提升，着力打造新时
代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先锋队和排头兵，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动力促进执法工作新提升，以执法工作新成效检验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会议要求，要压实治污主体责任，全过程落实排污
单位主体责任，严查“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违
法行为；要强化专项执法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聚焦重点
领域、重点任务，保持高压整治态势；要健全配合协调机
制，加快构建覆盖土壤、生态、气候变化等新领域的执法

新体系；要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加强对盟市、旗县执法队
伍的业务指导和稽查考核，不断增强三级执法整体合
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生态环境安全工
作再行动、再部署、再强化，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
作风推动各项安全工作措施落实，狠抓重点任务，加大
隐患排查整治和执法力度，全力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形势
稳定。

会上，还作了全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报告；表彰了
2020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盟市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对全区 2020 年执法大练
兵、行政处罚及移动执法使用情况进行了通报。

（杨爱群 李俊伟）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部署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

●不慎将段亚男购买的内蒙古润明商贸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民区光明大街内蒙
古大商城 1 号楼 4 层 40964 号商铺的收据（金额：223662 元）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彩快讯

通辽市彩民喜获内蒙古首个“快乐 8”千万元巨奖
6 月 23 日，福彩“快乐 8”游戏第 2021164 期开奖，这是

2.8 亿大派奖启动后的第 8 期开奖。当期内蒙古中得 1 注
“选十中十”，出自通辽市霍林郭勒市西山沿山路鑫源小区
东门 15236182 号福彩销售站。该奖产生于“快乐 8”游戏

2.8亿元大派奖活动中，彩民凭借一张 10元 5注的自选单式
票获得“选十中十”常规奖金 500 万元，还同时中得 500 万
元的翻番奖奖金，奖金合计 1000 万元。这是“快乐 8”游戏
在内蒙古上市以来，我区中出的首个“选十中十”大奖。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杨帆 韩雪茹 霍晓庆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各厅局和企业干
部职工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并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广大干部职工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心潮澎湃、豪情满
怀，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
系 统 回 顾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创 立 到 发 展 的 历 史 进
程，而且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
实践，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揭
示了建党治党的客观规律。尤其是三个深切怀
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
辈革命家的感恩之情，对无数革命先烈的钦佩
之情，对广大仁人志士的感激之情。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九项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
结和历史自觉，是一切工作的行动纲领，今后一
定要融化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中，在新的赶考
征程中向党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在新

的百年奋斗中再创新的辉煌。
百 年 征 程 新 起 点 ，风 华 正 茂 再 出 发 ！ 自 治

区财政厅全体党员干部职工通过电视直播，集
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实
况。大家表示，要更加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书写新时代内蒙
古发展新篇章贡献财政力量。财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张磊说：“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
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自治区财政厅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始终牢记
初心使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在推动自治区财政高质量发展上
取得新成就。”

自治区林草系统干部职工通过多种形式收
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盛
况。大家一致认为，在 10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
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广大林草系统干
部职工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大力实施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坚决守

护好这方碧绿这片蔚蓝这份纯净，进一步筑牢
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内蒙古金海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质量部
检验仪器分析班长杨艳丽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
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当下，
历史的车轮已把发展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
人手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
伟大建党精神，将激励我不断前进。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将立足本职工作，以先辈们为榜样，以
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为奶粉微
量数据准确负责，为创新检验技能努力，用实际
行动书写不负于时代的答卷。”

奋 斗 百 年 路 ，启 航 新 征 程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讲话，在中天合创员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要胸怀“两个大局”，深入思考党中
央做出的重大部署对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
提出了哪些新任务新要求，要搞清楚应该做什
么、怎样能做好，做到企业部署与中央决策相一
致。要以“站排头、争第一”的精气神，以识变之
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构建现代煤化工能
源体系上聚焦发力。

百年征程新起点 风华正茂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我区厅局和企业干部职工中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宋阿男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获得者、有着 75 年党
龄的老党员吴学恒说：“1959 年 10 月 15 日，周恩
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我在第二天举
行的干部大会现场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今天我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聆
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间相隔 62 年，
但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始终不变。今年我虽已 91
岁，但我会永远跟党走，在新时代继续为包钢发
展建言献策。”

7 月 1 日上午，包头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怀
着激动和喜悦之情收看收听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
的宗旨，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包钢（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栓师观
看直播后，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立刻作出部署。他表示，包钢要坚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大力推进能源“双控”，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牢牢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包钢（集团）公司宣传部部长崔翼表示，包钢

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这是党领
导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缩影，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典型范例，是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
制度优越性的生动教材，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一
个历史浓缩印证。

石拐区委书记盖连玉说：“作为基层党组织，
我们将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认真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主动认领解决民生实事
好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
区位资源优势，努力开创二次转型、深度融入、接
受辐射、再铸辉煌的新局面。”

“我们村虽然早已实现全体脱贫，但作为一名
驻村第一书记，我仍然会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继
续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大棚蔬菜、反
季果蔬等特色农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法宝’，
在小康路上越走越长久、越幸福。”东河区沙尔沁
镇沙一村第一书记房宜峰坚定地说。

东河区人社局大学生志愿者吕晶表示：“看完
直播我深刻感受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我们新时
代的青年应该倍加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积极主
动向党组织靠拢，感党恩、跟党走，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立足本职岗

位，把稳企援岗、促进就业等民生民心工程做好做
实。”

在包头固阳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歌声不时从临街商铺中飘出，大街小巷都洋溢
着喜庆的气息。72 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兵乔子光
今天格外兴奋，手里捧着刚获得的“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通过手机观看了庆典直播，他哽咽道：

“只有我这样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的人才更能明
白今天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我从心里感谢
共产党，今生跟定共产党！”

固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治宇表示，身处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更
加要求我们胸怀“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狠
抓工作落实。牢固树立跑起来、抢时间、争一流的
意识，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完成好每一项任务，以
我们新时代每一朵“后浪”党员的力量，汇聚起新
征程上的星辰大海。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土右旗将
军尧镇武大城尧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郭
彭飞说，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备
受鼓舞，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在乡村振
兴的新征程上，我将引领广大群众通过发展肉牛
养殖、鱼塘、乡村采摘等项目实现产业兴旺、生活
富裕，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往开来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包头市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洋 通讯员 李海珍 冯燕平

“今天是建党100周年盛典，也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刚刚观看
了大会直播，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和自豪。作为基层社区领头羊，我将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把社区群
众每一件所需所盼的事情办好。”刚刚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东路街道三里营东社区党支部书
记兼社区主任刘芸激动地说。

7月1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
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
宗旨，在祖国建设新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呼和浩特市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淑清说，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伟大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深刻领悟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深刻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党的建设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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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保
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奔跑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

回民区委书记马丙全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回民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工作的殷殷嘱托，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勇于
担当作为，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围绕“十四五”时期
的重点任务，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呼和浩特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占英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一个大国大党
彪炳史册的辉煌伟业，展现出东方文明古国昂扬向前的雄心
壮志，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激发起亿万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万丈
豪情。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到，在政
治上高标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工作上高标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勇于担当、攻坚克难，高质量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
作任务；在带队伍上高标准，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讲政治、
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在抓
安全上高标准，树牢底线思维，忠实履职尽责，以如履薄冰、如临
深渊的自觉狠抓安全管理，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积极力量；在抓
廉政上高标准，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
维和特权现象，引导广大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百年征程，筚路蓝缕；百年征程，雄关漫道；百年征程，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信仰的旗帜越飘
越高。一次次乱云飞渡中，我们伟大的党总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正确把牢每一次方向。作
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将不断汲取百年历史赋予的力量，继续锤炼意志，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完
善自我，在新的征程上为祖国贡献应有的力量！”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干部张文艳说。

在祖国建设新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

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呼和浩特市引发强烈反响

■上接第 1 版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
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努力开创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精心策划、
周密安排、抓好落实。要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学习、专题研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一系

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吃透精髓要
义、把握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要全方
位、多角度、广覆盖地做好面向社会各界的
宣传阐释工作，切实用理论的力量启迪人、
鼓舞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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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起来，更
加奋发有为地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更加富有成效地
加快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
头堡”，切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建设亮丽内
蒙古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交流心得体会 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