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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7日讯 （记者 赵
曦）11月17日，全区根治欠薪“百日攻
坚”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会议贯彻落实全国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情
况，分析形势，部署保障农牧民工工资
支付各项工作。

自治区副主席奇巴图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保障农牧民工劳动报
酬权益，关系农牧民工切身利益，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重点任务，着力化解欠薪问题，维护
农牧民工合法权益。

会议要求，要切实把“百日攻坚”行
动摆在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集
中开展重点领域欠薪、保障工资支付制
度落实、欠薪线索查处、维权渠道不畅、
隐患排查“五个专项治理”。要进一步强
化组织领导，压实属地、部门、行业、企业
等各方责任，加强督查调度和考核评价，
确保根治欠薪工作取得实效。

全区根治欠薪“百日攻坚”行动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奇巴图讲话

□本报记者 郝飚

交错纵横的水泥公路，别具特色的
崭新民居，干净整洁的农家庭院……初
冬时节，走进乌海市海南区黄河岸边的
赛汗乌素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
村容整洁、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村民安
居乐业的幸福画卷。

“如今村里人养成了不随手扔垃圾
的好习惯，大家都自觉维护房前屋后的
卫生，我们从昔日的落后村蝶变成为第
五届全国文明村镇。”说起村里这几年
的变化，在这里驻村工作多年的刘占林
很有发言权。

这些年，在乡村振兴好政策的助推
下，赛汗乌素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
改变，村民们搬进了集中新建的农舍，
在致富产业的带动下，收入也增加了。
村里还完善了文化设施，大家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丰富起来。每到农闲时，村民
们聚集在文化广场上跳舞，用欢快的歌
舞演绎自己的幸福生活。

“以前村里都是土路，每逢阴天下
雨，到处是泥水不说，私搭乱建的猪圈
更是在潮湿天气散发出臭味。由于没
有集中的垃圾处理点，垃圾更是随意丢
弃。”刘占林告诉记者，如今这些现象都
成为了历史。

多年来，赛汗乌素村将美丽乡村建
设与文明村镇建设相结合，实施了改
房、改街、改墙等工程。从新修道路到
新建文化广场再到水网改造、户厕改
造、圈舍改造，以及实施环境综合治理
行动，赛汗乌素村实现了亮化、绿化、美
化、净化，变得更加生态宜居。

为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村里还
成立了卫生环保、政策理论宣讲、文化
文艺服务、扶贫帮困等16支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全部由村民构成，平日里大
家各尽所能、齐心协力维护村庄的美丽
整洁。与此同时，赛汗乌素村制定了村
规民约，对社会治安、邻里关系、环境卫
生等5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并充分发
挥新乡贤、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禁毒禁赌协会等作用，每年
开展乡风评议活动，树立了文明新风。

村庄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产业支
撑。从2014年开始，赛汗乌素村携手
临近的阳光田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村企合作共建，以土地流
转、科技指导服务和订单模式发展起葡
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产业。在这家自
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赛汗乌
素村的发展有了十足的动力。为实现

发展同频共振，阳光田宇公司和农户建
立了利益联结机制，与赛汗乌素村300
余户农户签订合同，带动农户种植葡萄
1万亩。一些农户除每年应收的土地流
转费外，还能进入企业工作，成为有了
稳定收入的上班一族。

立足靓丽的田园风光、整洁的村容
村貌以及便捷的交通，赛汗乌素村积极
与阳光田宇国际酒庄联合发展乡村旅
游，打造集绿色美食、住宿、采摘、健身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乐园。几年下来，赛
汗乌素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红酒小镇”，
阳光田宇国际酒庄还成为了国家4A级
景区。

看到村里越来越好，曾经外出打
拼的人陆续回来了。退伍军人张廷
看准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关掉了在
乌海城区的饭馆，回村开起了农家
乐，生意十分红火。大学毕业后的陈
美萍听说阳光田宇公司有合适工作，
便毅然回到了家乡。“待遇一点不比
城里差，在家门口工作还能照顾家
人。”她乐呵呵地说道。

小村庄蝶变 在外打拼的人回来了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
废止下列地方性法规：

一、《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条例》（1997年 11月 20日内蒙古
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二、《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管理
条例》（2008年 4月 3日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

三、《内蒙古自治区会计条例》
（2005年 9月 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通过）

四、《内蒙古自治区国有农牧场条
例》（1996年7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过）

五、《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安全
管理条例》（1997年5月31日内蒙古自
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六、《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2001年9月22日内蒙古自治
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七、《内蒙古自治区小城镇规划建
设管理条例》（1999年 11月 29日内蒙
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
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小城镇规划
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
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五）》第二次修正）

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
条例》（1994年5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8年 11月 27日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7日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二）》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6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九、《内蒙古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条例》（1999年11月29日内蒙古
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
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
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二）》修正）

十、《内蒙古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
监督条例》（2006年7月28日内蒙古自
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10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废止

1981年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
过 根据1988年1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的决
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3年11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
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的《内蒙古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
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的决定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呼和
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呼和
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
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由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呼
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伦贝尔市城镇绿化条例》，由呼伦
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呼伦贝尔市城镇绿化条例》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
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保护管理条例》，由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保护管理条例》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通
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通辽市蒙药保护发展条例》，由通辽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通辽市蒙药保护发展条例》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
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由通
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鄂尔多斯市政务服务条例》，由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政务服务条例》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潘永如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张庆跃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职名单

（2021年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本报记者 李永桃
通讯员 刚超 索婧

“我经常来办税厅办理业务。现在
明显感觉到办税时间越来越短，办税方
式越来越便捷，办税服务越来越周到。
以前，每周都得来办税厅三、四次，如果
赶上征期办业务可能需要等一上午。
现在，电子税务局和电子发票太便捷
了，除特殊业务我都不用亲自来办税
厅，节省了不少时间。”作为一名从业多

年的“老会计”，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财务人员韩银利高
兴地说。

让纳税人点赞的，正是国家税务总
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税务局推行的“非
接触式”办税服务。如今，“非接触式”
办税已经成为玉泉区税务局办税的常
态，电子税务局涉税事项当日提交当日
受理。

今年以来，该局紧紧抓住党史学
习教育契机，深化“放管服”改革，落
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

意见》中有关精细服务的要求，大力
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着力提升服务质
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促进首府经济高质量发
展。

“企业办税越来越方便，优惠政策、
税务事项通知足不出户就能接收。精
细、精准、高效的服务，有效减轻了我们
企业的负担！”内蒙古问鸣商贸有限公
司会计徐乐笑逐颜开地说。

税收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升级，离

不开“以数治税”理念。该局积极运用
大数据，通过“非接触式”办税等服务方
式有针对性地向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
务。下一步，该局将持续聚焦纳税人缴
费人实际需求，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着力打造便利化、精准化、个
性化办税新体验。以有温度的服务举
措，办好惠民实事，致力提升纳税人满
意度，推动“非接触式”办税向上向好良
性发展，以此来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税
务力量。

“非接触式”办税服务让纳税人“零跑腿”

□常歌

“每次演出完都到了凌晨，车窗外
已是星辰满天。”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
左旗乌兰牧骑队长朝鲁门说。朝鲁门
蒙古语意为启明星，他希望能一直做
草原舞台上的一颗启明星。

朝鲁门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
们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
兵’，把最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人多
人少一样演出，场地好坏一样演出”

“我必须自己带队下乡”。
“受父母影响，我学的是美术专

业，毕业后在学校当美术老师。因热
爱音乐便组建了呼和（蓝色）乐队。我
在乐队演奏卡洪鼓。”聊天中发现，朝
鲁门曾经是个摇滚青年。

2007年，新巴尔虎左旗乌兰牧骑
因种种原因面临困境，朝鲁门临危受
命，从旗团委调任乌兰牧骑队长，扛起
了这个边境旗文艺宣传的大旗。十几
年来，朝鲁门带领新巴尔虎左旗乌兰

牧骑队员辗转跋涉在戈壁和草原上，
创作了很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
优秀作品，为广大农牧民和边防战士
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
和关怀。

“新巴尔虎左旗边防线长，驻守着
四个边防连队，还有哨所。我们节假
日下连队演出，一轮下来要演11场。
冬天大雪封路，车辆动弹不了，全体队
员穿着演出服，踩着齐膝深的积雪到
哨所演出。每年春天牧区祭敖包时，
我们为牧民演出，旗里有180多个敖
包，基本都要走遍。”朝鲁门说。

2017年，朝鲁门成为新巴尔虎左
旗政协委员。演出之余，他随时随地
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反映民意。2019
年，朝鲁门被人民政协网评选为“最美
基层政协委员”。“我的提案重点关注
文化旅游，我们应该深入挖掘民族传
统文化，让更多外地游客了解中华传
统文化包括民族文化的真谛。”当提案
被旗委、旗政府采纳时，朝鲁门很有荣
誉感。

朝鲁门：
草原舞台上的一颗启明星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冯雪
玉 见习记者 梅刚）11月17日，自治区
卫健委发布通报，截至11月17日12时，内
蒙古自治区新增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5
例，累计184例。现有本土确诊病例5例

（均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3例。所有确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所有出院病例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隔
离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所有密切接触者均
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我区累计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84例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5例

朝鲁门获评“最美基层政协委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