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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
奖评选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21〕45号）、《关于
开展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选拔工作的通
知》（内人社办发〔2021〕72 号）有关要求，经各地区各
部门申报推荐，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专

家评选，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审议，现将 2021年自
治区杰出人才奖和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拟推荐表彰人
选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 2021年 8月 12日至 2021年 8月 18日，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访、来函、来电等形式反映上述公

示人选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有关
线索，以及本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等信
息，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及时反
馈核实情况。

公示办公室设在自治区政府办公楼（北区）6 号楼

332房间。
受理电话：（0471）6268105 6946607
监督电话：（0471）6944905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年8月11日

关于对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突出贡献专家
拟表彰奖励人选进行公示的公告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拟表彰奖励人选（99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姓名
郭喜
塔亚
冯文开
席哈斯巴特尔
赵云辉
杨瑞成
颉元芳
阿拉坦格日乐
田明
苏布道
长锁
张学刚
宝力道
雷蒙
包思勤
林泉
薛若原
斯琴花尔
常慧芳
张宝成
李精文
陈贵林
李宏
李联和
红雨
张永锋
赵莉萍
黄凤兰
王庆天
胡生荣
周兴军
张秀娟
闫立新

工作单位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内蒙古日报社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阿荣旗第一中学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
锡林浩特市蒙古族幼儿园
集宁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乌海市网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序号
齐瑞俊
常屹冉
崔海平
孔捷
张洪伟
李洪亮
李学朋
辛刚刚
苏锦智
李德衡
钟志波
武晓云
刘海民
韩平
梁宏
冯杰
韩利民
苗继军
曹鸿璋
袁胜东
张日升
吴平
洪海涛
吴军
王伟
曹贵方
赵萌莉
白明照
黄俊霞
李寿强
苏文斌
高民
刘志萍

姓名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调查规划院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院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706台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微波传输总站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测鉴定站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
内蒙古干细胞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赤峰二中
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伊金霍洛旗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伊金霍洛校区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讯富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航天红岗机械有限公司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科左后旗供电分公司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工作单位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序号
袁立敏
赵景峰
金轲
徐冰
郭建英
王殿清
张仙保
孙宾成
陈新宇
左明湖
姜鹏
赵鸥
李尽朝
张东红
闫文芝
张文彬
马立新
董秋梅
松林
王海生
李鸿斌
张彬
阿其拉吐
马玉珍
陈丽霞
伊乐泰
张晓琴
张俊晶
孟宪梅
邵国
张京芬
邢界红
杨物鹏

姓名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种苗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
包头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
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所
扎赉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
乌兰察布市草原工作站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畜牧研究所
内蒙古阿龙山林业局
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药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包头医学院
包头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工作单位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拟表彰奖励人选（10人）

序号
1
2

姓名
杜凤莲
孙杰

工作单位
内蒙古大学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3
4

序号
王喆
苏金华

姓名
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工作单位
5
6

序号
黄平平
闫德仁

姓名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

工作单位
7
8

序号
史海滨
刘永斌

姓名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工作单位
9
10

序号
赵海平
党彤

姓名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工作单位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樊曦 叶昊鸣

“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
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紧密结合起来”。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十四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补短板、解难题，聚焦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

“幸好有政府牵头对危旧房进行
修缮，如今房子不漏雨了，还增加了厕
所和厨房，解决了期盼多年的实际问
题。”在重庆市磁器口正街18号居住了
30多年的居民陈天佑告诉记者，他家
的房屋长期漏雨，一次大的暴风雨甚
至能直接把屋顶吹开。

嘉陵江畔的千年古镇磁器口是重
庆市一张响亮的名片，但由于地处中
心城区，景区、工厂、棚户区、居民
小区交杂在一起。居民房屋年久失
修、游客观光体验不佳等问题愈发凸
显。

为此，磁器口所在的重庆沙坪坝
区系统谋划，综合施策，下大力气对磁
器口片区进行整体提档升级。“急难愁
盼”问题逐一化解，“巴渝第一古镇”重
焕新生。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直抵人心。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着力补短
板、解难题、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可
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

夯实民生之本：上半年，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63.5%，企业经营活力不断恢复，人
力资源市场呈现供需两旺；

加强权益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共同
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为网约配送
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构筑权益“防护网”；

规范义务教育：重点推进特大城
市和人口流入重点地区进一步完善入
学政策，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坚持依
法治理、综合施策；

坚持“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加快发展租赁住房，落实用地、
税收等支持政策；

深入推进医改：国办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1年重点工作任
务》，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
改经验，加快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
动改革”；

……
沈阳市沈北新区大辛二社区的卫

生所内，干了 20多年村医的李洋指
着远程会诊屏幕向记者介绍，现在
自己看不了的病可以通过视频联系
沈北新区中心医院进行专家会诊，
居民看病方便了很多。而坐在李洋
对面的，是中心医院派来的呼吸内
科医生。“这里的社区卫生所，可不
再 是 只 能 开 点 基 础 药 的 ‘ 药 房 ’
了。”李洋说。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今年2
月1日，沈北新区医疗集团正式挂牌成
立，实行“一竿子管到村”的医疗模式
改革，把百姓急盼的“在家门口放心看
好病”努力变为现实。

针对近期全国出现的多点散发疫
情，各地、各部门采取果断措施，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强化
联防联控。截至8月4日，全国新冠疫
苗接种超17亿剂次。

谋发展、开新局，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片森林价值几何？在福建三明
有独到的“算法”。

“村里一棵树没砍，靠卖碳票就
挣了14万多元。”夏日阳光下，高唐
镇常口村村支书张林顺坐在村口一棵
大树下告诉记者。在他身旁，金溪河
缓缓流过，岸边是几千亩天然阔叶
林。

今年5月份，全国首批林业碳票在
三明市签发。常口村领到的碳票涉及
村里3197亩生态公益林。

三明市林业局副局长陈美高介

绍，碳票是以林木生长量增量为测算
基础换算成的碳减排量，从而把“空
气”变成可交易、可收储、可贷款的“真
金白银”。

保护生态环境，是创造高品质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
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重要特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
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到
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新时代
开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
新境界。

北京，海淀区石油共生大院，工业
风的建筑映入眼帘，老式的红砖墙、石
油管道融合空中连廊，设计新颖。但
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幅满眼衰败、空
间杂乱的景象。

“从满足居民的生存需求，到满足
文化健体、养老育儿的升级需求，再到
规划满足科技交流等新需求，街道党
工委在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20世纪 70年代就居住在大院的
居民朱开成说。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十四五”开局之年上半程，中国
经济同比增长12.7%，呈现持续稳定恢
复、稳中向好态势。同时，百姓生活指
标稳步发展——夏粮总产量超 1.4亿
吨喜获丰收，居民收入同步持续增长，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下降0.6个
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市场
预期回稳向好……

“经济稳定恢复为居民收入增长
提供良好基础，也为下一阶段收入增
长提供了较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
品质生活相得益彰。”中国人民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

抓衔接、促振兴，在更高起点谋划
推进共同富裕

盛夏时日，蔬果飘香，陕西省麟游
县酒房镇秦绿农业科技产业园内一派
热闹丰收景象。员工辛勤劳动，第一
茬甘蓝、白菜采收已近尾声，第二茬蔬
菜栽植也将开始。“掌握好时间节点，
精心作务，才能种成上好有机菜。”陕

西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佳
乐说。

在企业示范引领带动的作用下，
酒房镇今年蔬菜种植面积达1.5万亩，
全镇500余户群众依托蔬菜产业，户均
增收万元以上。曾经的脱贫攻坚主战
场，如今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上稳步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产
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
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产业振兴是农民增收
的有力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涵。

莲子饮料、莲花盆景等新产品
在市场崭露头角，在册从事湘莲加
工制作企业超过 200 家……随着产
品创新和市场需求上升，湖南省湘
潭县花石镇正在开启新一轮的湘莲
产业。

花石镇因莲而兴，依靠莲子成了
湖南省首批10个农业特色小镇之一，
近几年通过探索创新，转变思路，在莲
子产品创新的基础上增加了集观光、
采摘、休闲等方式于一体的发展模式，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当地人
员就业，“莲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乡
村振兴的新亮点。

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公布，聚焦改善
脱贫地区发展条件、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

6月，我国第一部以“乡村振兴”命
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围绕增加农民
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个核心，针
对城乡融合发展、人才资金等要素支
持、工作责任落实等问题提出了一揽
子举措；

7月，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启
动，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如今，浙江全
省上下纷纷动员起来，各地区抓落实、
作部署、定方案，朝着2025年取得明显
实质性进展、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探索前进，也为全国推动共
同富裕做出示范。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述评之三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11日通报，8月10日0-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浙
江12例，云南5例，上海4例，四川3例，
广东2例，天津1例，山东1例），本土病
例83例（江苏54例，湖北14例，河南7
例，湖南5例，云南2例，北京1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4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496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29例（其
中重症病例 15 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确诊病例7737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700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8 月 10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789例（其中重症

病例6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655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 94080 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35904
人 ，尚 在 医 学 观 察 的 密 切 接 触 者
50808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
例，其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土7例（湖北
5例，河南2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9
例（境外输入4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4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 498 例（境外输入 392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27880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19例（出院11728例，死亡212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例），台
湾地区15798例（出院 13103例，死亡
814例）。

国家卫健委：
10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

其中本土病例83例

8月 11日，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机务段检修车间，内燃机车检
修工人对机车机械室进行检查作业。连日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机
务段员工冒着高温，忙碌在机车检修岗位上。机车检修人员对整备场中机车的机械
室、车顶、车底、车轮进行检查作业，以保障机车的安全运行。 新华社发

高温下的火车头“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