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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 7日讯 （记者 章奎）7
月7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王莉霞以视频连线方式对巴彦淖尔
市疫情处置工作进行调度部署。

在听取疫情应急处置情况汇报
后，王莉霞说，巴彦淖尔市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必须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极端重视、极端
认真、极端负责，落实扁平化指挥管理

要求，集中资源、集中力量、以快制快，
采、送、检、报、信、管一体化并联推进，
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以最小代价在最短时间控
制住疫情。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全力保障口岸畅通、经济稳
定、社会有序，坚决把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要要求落到实处。

自治区副主席包献华出席会议。

王莉霞调度巴彦淖尔市疫情处置工作

本报 7 月 7 日讯 （记
者 白丹）7月7日，十一届自
治区党委第一轮巡视工作动
员部署会召开。自治区党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爽
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自
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
伟东宣布了巡视组长授权任
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
国巡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
央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
神，把准政治方向，掌握内涵
要义，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
巩固深化政治巡视，以巡视
监督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要求，要高质量做好
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一轮巡
视工作，坚守职能定位，对照
政治标准、政治要求查找问题
和差距，督促机关单位带头加
强政治建设，带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带头履行职责使
命。要聚焦职能责任，深入发
现和推动解决在落实党中央
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落实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巡视
整改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要把发现问题和推动解
决问题贯通起来，压实巡视整
改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督责
任，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

章”。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用好已有
监督成果和相关专业力量，依靠被巡视党组
织开展工作。要把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要
求落实到现场监督全过程，加强内控管理，严
明纪律作风，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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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 7日讯 （记者 章奎）7
月7日，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自治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武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出席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疫
情防控、基层治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科技创
新、应急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基层治理、
蒙港交流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分析了全区上半年经济形
势，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

要求，全力完成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要争分夺秒赶进度，对重点任
务紧抓快办。要主动担当强保障，做好
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口岸通
关等各项工作。要集中力量抓产业，围
绕重点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加强招商引
资，促进规模化集群化发展。要坚持不
懈优环境，不断提高政府效率，助力企业
发展。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千方百计促
进就业，想方设法增加居民收入。要从
严从细保安全，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抓好疫情防控，确保社会大局
安全稳定。要雷厉风行提效率，只争朝
夕抓落实，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乡村振兴、电力保供
等事项。

自 治 区 政 府 召 开 常 务 会 议
王莉霞主持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章奎）7
月7日，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2022年第
10次会议，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只争
朝夕、争分夺秒”要求工作。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
记王莉霞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把握历史主动、抢抓历
史机遇，干事创业只争朝夕，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自治区党委要求全区干
部抓工作要只争朝夕、争分夺秒，强调

的不仅是办事的速度和效率，更蕴含着
对干部敢于担当、勇于攻坚、善于作为
的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带
好头，强化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交卷
意识、交账意识，以紧求快、以快求效，
快谋划、快跟进、快运转、快督办，对定
下来的事情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把“只
争朝夕、争分夺秒”的要求落实到每一
项具体工作中，以实际成效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2022年第10次会议
王莉霞主持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刘志贤）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动自治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把职
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教育工
作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着力推动我
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明确了提升职业教育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加快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强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增
强职业院校办学活力、建立高质量发展
保障机制等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五个方面15条措施。

在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紧扣产业
链部署教育链，80%以上易地新建的职
业院校建到工业（产业）园区；实现每条产
业链有2所以上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院
校精准对接；到2025年，服务自治区重点
产业的专业布点占比达到70%以上。通
过“扶优新设、压减停撤、改造提升”方式，
分类推进专业建设。打造产教融合区域
品牌。实施“一区域一集群”建设，推进

“一地一策”建设，开展“一校一品”建设，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区域、盟市、学
校职业教育发展特色品牌。

在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方
面，要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
各盟市要组建应用型（职业）本科院校+
高职院校+若干所中职学校办学联盟，建
立职教高考制度；实施职业本科教育“引
领”计划，力争到2025年高标准建成3所
以上特色鲜明的职业本科院校；实施高
职院校“提质”行动，到2025年，建成8所
左右自治区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和25个左
右高水平专业群；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强
基”工程，到2025年，建成40所左右优质
中职学校和100个左右优质专业。

■下转第2版

我区出台措施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赤峰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赤峰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图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

7月 5日，航拍镜头下的呼和浩特市金山热电厂二期工程间接空冷塔。该间接
空冷塔计划建设高度是228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的间接空冷塔。作为国家能
源保供项目之一，金山热电厂二期工程总投资 49.9亿元，2020年 3月 1日开始建设，
两台机组计划分别于今年9月和11月投产发电。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全区各地各部门聚焦保
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区
市场主体规模稳步增长。截至6月
末，全区登记在册市场主体（含分支
机 构）245.61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5.83%。上半年全区共新设市场主体
20.32 万户，同比增长 9.45%。其中
新设企业 4.79 万户，个体工商户

15.3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0.19万
户。在保持增长的同时退出量增幅
收窄，上半年全区注销、吊销市场主
体13.87万户，同比增长5.48%。

据了解，从结构看，上半年全区
市场主体数量呈现东西部均衡发展
趋势，西部盟市企业数量较多，东部
盟市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数
量较多。此外，行业结构不断优化。
截至6月末，全区第一产业市场主体

21.16万户，占比8.62%；第二产业市
场主体23.89万户，占比9.73%；第三
产业市场主体 200.56 万户，占比
81.66%。从各行业新设市场主体数
量同比增长变化看，18个行业门类中
（不包含其他类）有 11 个同比正增
长。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
储和邮政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增速同
比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加快复
苏，同比增长24.26%。

同比增长 5.83% 上半年我区市场主体规模稳中有进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白丹）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十一届自治区党
委第一轮巡视将对自治区纪委监委
机关、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党
委组织部、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改革办）、自治区党委国家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保密委员
会办公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自治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厅、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农
牧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
区研究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自
治区乡村振兴局；内蒙古自治区大青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内蒙古
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等 24 个机
关、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十 一 届 自 治 区 党 委 第 一 轮 巡 视 对 象 公 布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郝佳
丽）7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文化品
牌（IP）创意设计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呼
和浩特召开，发布赛事活动相关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文化品牌（IP）
创意设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主题
为“大美中国 创意先行”，面向国内
外从事文化品牌开发设计的研发机
构、企业、高校、团队和个人，征集、评
选、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

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文
创产品。通过组织优秀作品参加各类
文化展会，提升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打造内蒙古特色文创品牌，把内蒙古
的正面形象树立起来。

此次大赛设置主体赛道和定向赛
道，其中，主体赛道分为文创产品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内容产品设计
三类，奖金为21万元；定向赛道面向
全区各文化单位定向征集文化创意设
计需求，参赛者针对定向需求进行设

计创作，奖金为23.5万元。
大赛共分为征集期、评审公示期、

颁奖仪式及系列参展4个环节。征集期
从7月7日持续至9月5日，评审公示期
将从9月6日持续至9月底，颁奖仪式将
于10月在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线上）期间举行。大赛
结束后，将组织优秀作品在各类文化展
会进行集中展示推介。大赛的举办将
加快全区文化资源转化步伐，进一步促
进全区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 蒙 古 首 届 文 化 品 牌（IP）创 意 设 计 大 赛 启 动

金山热电厂二期工程即将投产发电

□本报记者 魏那

23名市级领导挂帅当“链长”，精准
对接17个产业链、264个重点项目。他
们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产业招商工
作上唱主角、挑大梁，实干攻坚突围。

68名处级以上干部化身“保姆”，对
69个总投资 5000万元及以上重点项
目，一一摸底、分头认领，千方百计协
调、督办、解决项目的困境和难题，以实
干担当推动项目落地生根。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今天的赤峰，
正处于战略机遇叠加期、调整转型攻坚
期、蓄势跃升突破期，呼唤更多“链长式、
保姆式干部”脱颖而出、真抓实干。

赤峰市委书记万超岐说：“我们所
处的发展阶段，我们所追求的发展目
标，都要求赤峰干部有与之适应的特
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务实高效。
这是每一个赤峰干部必须具备的精神
气质和工作作风。”

连日来，赤峰市各级干部以自我革
命的精神，迎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立
破并举、涤旧生新，掀起了一场“以实破
虚”的作风革命，为赤峰的发展注入奔
腾活水和磅礴动能。

力戒空谈 重在实干

海拔 1000 多米的马鞍山植被繁
茂、郁郁葱葱，喀喇沁旗河南街道马鞍
山村就坐落在半山腰上。34岁的刘叶
阳是这个村的党总支书、村委会主任。

当年，刘叶阳主动请缨赴贫困村马

鞍山村担任“第一书记”，在这个穷山坳
一扎就是6年。6年坚守，刘叶阳以“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帮助群众拔掉
思想上的“穷根”，带领群众埋头苦干、
脱贫致富，让村子走上产业发展的新路
子。刘叶阳用实干把“担当作为”4个字
镌刻进群众心里。

如今，山腰上的马鞍山村不再是昔
日的穷山沟，成功入选“中国乡村旅游
模范村”；年轻的刘叶阳荣膺全国“最美
公务员”称号，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获
此殊荣的驻村第一书记。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唯有实干，才
能出成绩获民心。”刘叶阳对记者说，“回
望来时路，我真正体会到‘实干才是硬道
理’，特别是现在马鞍山村正在推进重大
旅游项目，面临着很多发展问题，迫切需
要我们锚定目标苦干实干拼命干，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村富民强的美好目标！”

一个地方的发展，干部是决定性
力量。

历经一次次大考大战，赤峰市大批
像刘叶阳一样的一线干部，在担当实干
中得到淬炼与磨砺，他们摒弃空谈、真
抓实干、以敬业奉献诠释担当作为。

这是一场将“项目现场”变成“作风
考场”的特殊考试。入夏时，赤峰市举行
了工业和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观摩拉练。
这场大规模项目拉练，不仅展示了赤峰
市发展的新气象，也将赤峰市50多名市
县干部带上作风大考场。赤峰市委书记
万超岐对全市干部提出严肃政治要求：

“我们不看大家说得怎么样，关键要看干
得怎么样，一切靠工作实绩说话。”

一时间，“唾弃空谈者、争当实干

派”的好风气，在全市各级干部中迅速
形成，大家坚决抵制“表态多调门高、行
动少落实差”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今年，赤峰市把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作为选人用人硬杠杠，市县两级逐个
班子、逐名干部列出“担当作为专项清
单”，既用“千里马”也用“老黄牛”，不让
老实人吃亏，493名干部因在疫情防控、
乡村振兴等一线表现突出被提拔重用；
全市上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抓铁有痕
的力度“转作风”“提效能”，88名干部因
始终慵懒散拖、考核排序靠后、长期不
作为被果断调整。

“赤峰要树立起‘以实绩论英雄、凭
实绩用干部、用实绩兑奖惩’的鲜明导
向，引导广大干部勇担当、善作为、树形
象。”赤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乔宇驰
说，把赤峰干部形象立起来，首先组织
要有担当，领导干部要带头担当，真正
形成干部担当的‘大气候’；把赤峰干部
形象立起来，关键要有好的制度机制作
保障，让担当作为的好干部有舞台、做
主角，让束手束脚的干部卸包袱、闯难
关，让躺平无为的干部挪位置、没市场。

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

如何迅速改变干部的作风，找到打
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赤峰市委一班
人在思考。

虎年首个工作日，赤峰市开了一场
不同寻常的大会，动员全市干部大力提
倡“马上就办”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
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
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

形成规矩。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马上就办”，从

人民的需要出发“马上就办”。今年刚
提拔的翁牛特旗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局局长于海中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新官上任三把火，于海中的第一把
火就是在政务服务大厅创设“局长‘马
上办’”服务窗口，由局长、副局长轮流
坐班，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下兜底服务。

良弓在手，贵在速发。在这个窗口，
于海中曾想尽办法，不到10小时让次日
开工的内蒙古威胜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顺利拿到建筑工程许可证，企业老总在
朋友圈禁不住点赞：牛牛牛！这就是翁
旗的营商环境！还是在这个窗口，于海
中为一名张姓外地女孩，用“视频授权”
方式，3小时办妥跨省不动产登记过户。

“马上就办”提倡的是一种精神，强调
的是速度、是效率，更是坚持、是韧劲——

奔赴南国，访赣南、看庐陵。今年，
赤峰市党政代表团对标先进、比肩一
流，曾先后赴江西省赣州、吉安两市考
察学习。“取经”归来的干部坐不住了，
他们普遍认识到，与南方干部“雷厉风
行、严谨细致”的作风相比，自个儿身边
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推诿拖拉、粗放
低效、大呼隆抓。抓作风，就要立破并
举。随即，全市各级干部掀起一场“慵
懒散拖”作风积弊大扫除。

时值酷暑，高温难耐。然而，赤峰
市高新区干事创业的劲头居然更热，抓
项目落地的力度丝毫不松，热情胜过七
月骄阳。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启在园
区忙得停不下来，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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