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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讯 （记者 白丹）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截至7月16
日，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一轮巡视的13
个巡视组已进驻被巡视单位。

23个被巡视单位已分别召开巡视进
驻动员会。会前，各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或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
工作安排。会上，各巡视组组长作动员讲
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
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各巡视组组长指出，这次对机关单
位开展常规巡视，既是落实党章规定的
内在要求，也是压实政治责任的具体体
现。机关单位作为贯彻落实党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的推动者、组织者、实施

者，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方阵，在
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肩负重
要职责。要充分认识开展这次巡视，是
督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促进政治机关
建设的重要举措，是督促领导班子履职
尽责、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举
措，是督促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切
实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各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是党章赋
予的重要职责，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
度安排。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

“两个维护”根本任务，贯彻巡视工作方
针，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紧盯领导班子

和“关键少数”，着力发现政治偏差、纠
正政治偏向，推动机关单位带头履职尽
责、做好工作。巡视期间，将重点围绕
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情况，落实巡视和审计等监督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开展监督，深入查找存在的
政治问题、责任问题、腐败问题和作风
问题，充分发挥巡视监督保障执行、促
进完善发展作用。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本着对
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接受监
督，主动查摆问题，积极支持配合巡视
组工作，同题共答完成好本轮巡视任

务。要以此次巡视为契机，强化使命担
当，忠诚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两个
维护”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切
实建设模范机关单位。

据悉，巡视组现场巡视时间为2个月
左右，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2年9月
10日。巡视期间将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邮政信箱等，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
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交有关方面认真处理。

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一轮巡视的13个巡视组已进驻被巡视单位

组别

第一巡视组

第二巡视组

第三巡视组

第四巡视组

第五巡视组

第六巡视组

第七巡视组

第八巡视组

第九巡视组

第十巡视组

第十一巡视组

第十二巡视组

第十三巡视组

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2年9月10日 18:00时

组长

吴海东

云一龙

高 鹏

千梅海

吴艳刚

王燕峰

蔺建军

刘长春

殷建设

郝朝暾

张润生

敖日格勒

王宏亮

巡视对象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水利厅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农牧厅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改革办）

自治区党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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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自治区研究室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巡视时间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4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4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4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4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6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3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4日
—9月15日

2022年7月15日
—9月15日

接访地点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96号
内蒙古国航大厦1楼巡视信访接待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呼伦南路119号
开元名都大酒店1631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58号
内蒙古乌澜大酒店B座4015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58号
内蒙古乌澜大酒店B座4016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58号
内蒙古乌澜大酒店A座8008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58号
内蒙古乌澜大酒店A座8009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东街2号
兴泰名都酒店610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东街2号
兴泰名都酒店611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东街2号
兴泰名都酒店610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苏力德街8号
安苑会议中心11楼1112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苏力德街8号
安苑会议中心11楼1110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维力斯酒店
主楼（南楼）503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60号
金岁大酒店204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60号
金岁大酒店213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世纪五路一号
华滨国际大酒店6005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世纪五路一号
华滨国际大酒店6003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敕勒川大街
金隅环球中心B座

温德姆花园酒店1511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60号
金岁大酒店201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60号
金岁大酒店200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60号
金岁大酒店202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60号
金岁大酒店209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二环5号
荣氏国际酒店5008室

值班电话
（8:00-18:00）

0471-6608892

0471-6608893

0471-2570824

0471-3289001

0471-3289003

0471-3250095

0471-3250086

0471-3292410

0471-3292409

0471-3292410

0471-3943162

0471-3943160

0471-6607540

0471-6606570

0471-6606577

0471-3339664

0471-3339662

0471-3981344

0471-6606709

0471-6606581

0471-6606568

0471-6606573

0471-6354569

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1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2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3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4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5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6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7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8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09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0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2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1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3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4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5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7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6号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8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20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19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21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22邮政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923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

syjxsfgw@163.com

syjxsgxt@163.com

zzqxs21@163.com

dwxs3z@163.com

syjdsxsz@163.com

nmgd4ssz2022@163.com

nmgxsd4z@163.com

zzqxslz2022@163.com

zzqdwxslz2022@163.com

zzqxslz2022@163.com

d6xsz2@163.com

d6xsz1@163.com

dqxsz2022@163.com

zzqdbxsz1@163.com

zzqdbxsz2@163.com

nmgxs902@163.com

nmgxs901@163.com

nmgdwdsxsz@126.com

xszstt@126.com

xszjtt@163.com

zzqxs04716606568@163.
com

zzqxs04716606573@163.
com

dwxszrzyt@163.com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作

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一轮巡视进驻情况一览表
本报7月16日讯 （见习记者 杨

柳）日前，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印发《内蒙
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延时服务工作方
案（试行）》，要求全区各级政务服务中
心、分中心自 7月 16 日起实施延时服
务，以解决企业群众“工作时间没空办”

“休息时间没处办”“未办完还要再次跑”
等难题。

据悉，延时服务实施主体包括各级
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鼓励苏木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嘎查村（社区）便
民服务站根据当地实际及企业和群众需
求提供延时服务。服务范围主要包括教
育、卫生、民政、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
不动产、公安等政务服务事项。延时服

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9时至12时（各
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延长服务时
间），同时要求在法定工作日，凡有服务
对象正在办理未办结的事项时，窗口工
作人员应主动延长工作时间直至事项办
理完毕。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各级政
务服务中心均已实施延时服务。其中，
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周末延时服务
实行预约制，企业和群众周末有办事需
求时，可在法定工作日登录“内蒙古自治
区政务服务网”延时服务专区，查阅本级
政务服务中心《延时服务事项清单》进行
预约，还可通过现场或拨打电话0471-
4827750预约。

全区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实施延时服务

本报7月16日讯 （记者 白莲）7
月15日，自治区 21家生物技术领域的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在线参加了科
技部组织的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
动——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领域线上
路演活动。

据悉，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
是科技部为促进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转化
而打造的路演行动品牌活动。为促进自
治区创新发展需求与国家科技计划成果
有效衔接，推动技术、资本、人才要素充
分融合，自治区科技厅以此次专场路演
活动为契机，通过前期广泛征集企业技
术需求，积极组织相关企业参加此次活
动，促进跨区域项目交流合作，拓宽技术

专业对接渠道，力争引进更多高水平科
技成果在我区落地转化。同时以路演活
动为抓手，提升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效能，
强化成果汇交机制，精准支持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活动，使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
融合，加快形成高水平技术要素市场体
系，取得更多的合作共赢和有益成果，助
力自治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科技部将建立每月“1+1”
（1个领域+1个区域）两场常态化路演机
制，按照产业领域每月组织1场成果路
演，由专业机构轮流承办；围绕地方发展
需求，每月组织1场成果路演，会同地方
科技管理部门或高新区、农高区管委会
轮流承办。

我区21家单位参加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

本报呼伦贝尔 7月 16日电 （记
者 帅政）7月 16日上午，由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办、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承
办的“砺剑北疆·2022”森林草原灭火
作战联合演习在呼伦贝尔市举行。

本场演习地点设在鄂温克旗锡尼
河联合训练基地，预置三条火线，模拟

我区东部重点林区发生重大森林草原
火灾。演习围绕启动应急响应、组织
兵力投送、开展灭火行动、部门联合保
障等内容开展，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
森林消防、应急、林业、公安、气象、消
防救援、航空护林站和有关专业灭火
力量共1100余人参与其中。

先进的森林草原防灭火装备也在演习
中集中亮相，共计调动了10架直升机、30
台装甲运兵车、20台装甲水炮车、20台全
地形运兵车和15台草原灭火战车及其他
各类车辆装备100余种1600余件（套）参
与演习，通过实兵、实装、实战，练协同、练
指挥、练实操，进一步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综

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负责人介绍，这

次演习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我区举办
的首次大规模森林草原灭火作战联合
演习，是对人员队伍装备快速集结响
应、科学高效处置和协同作战水平的一
次实战检验。

7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森林消
防总队消防员正在进行灭火演习。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我区举办森林草原灭火作战联合演习

■上接第1版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

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文明
是各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突
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多角度全方位构建展现中华文化共同
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话
语体系和有效载体，让中华文化通过实
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教
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
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铸牢
中国心、中华魂，特别是要深入推进青少
年“筑基”工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的坚固思想长城。

中华民族一家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
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
际，不断创新方式载体，推动各族群众逐
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
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就能使各民族人心
归聚、精神相依，进一步形成人心凝聚、
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各
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而不胜
的，一定是有着光明未来的。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汇聚各民族勠力同心、开拓进取的
强大正能量，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然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会到
来。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上接第1版
年初以来，为活跃旅游市场氛围，丰

富游客游乐活动内容，兴安盟以节庆赛
事活动等为抓手，先后举办了“中国旅游
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乌兰毛都草原牧
民那达慕暨金马鞍风景区开园仪式、神
骏湾沙滩狂欢节、“相约兴安盟 共谋新
发展”线上旅游招商推介活动、“醉美草
原”主题月等各类文化旅游体育活动30
余场次，参加活动游客人数达到200万
余人次，有效刺激了旅游消费市场回暖
升温。

丰富业态“延伸”产业链条

在科右前旗城中草原，兴安盟首个
街景车集市——前·海不夜街客流穿梭，
以“夜购、夜游、夜娱”夜间经济为主题的
多元化夜间消费市场成为当地美食文化
新地标。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金莲花街”夜
市，烧烤区、小吃区、蔬菜水果区、百货区
各类商品应有尽有，夜市平均日人员流
量 2000—3000 人次，日营业额 2万余
元，成为新的旅游网红打卡地。

在位于兴安盟体育馆西南侧、归流

河东岸的乌兰浩特市雪花啤酒屋，自正
式迎宾以来，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兴安盟大力发展特色餐
饮、特色购物、特色文化街区和夜间经济
等产业，着力延长旅游消费链条，努力破
解商业配套不足、产品档次不高、消费体
验不佳等问题。在神骏湾、城中草原等
重点景区增加夜游活动，进一步丰富完
善旅游业态和消费市场，促进旅游业提
档升级。

与此同时，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对旅
游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结合产业发展实
际，兴安盟还积极与国内旅游大市场对
接，先后赴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区多次
举办旅游推介会，并依托深圳“中旅联政
企V通”平台举办“与山盟、与水盟、与兴
安盟”线上旅游招商推介活动，出席企业
近300家。广泛联系周边省市及区内旅
游行业协会和企业，先后邀请黑龙江、包
头、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地
300余家旅游企业来兴安盟踩线对接。
全力挖掘本土市场潜力，充分利用小长
假、双休日，鼓励发展乡村游、近郊游等
业态，上半年全盟小长假旅游人数达到
131.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8亿元。

兴安盟：政策加持推动旅游业强势回暖复苏

■上接第1版 在2021中国数字经济
城市峰会创新成果与实践案例遴选中荣
获“2021数字政府卓越成就奖”。在自
治区盟市层级，打造自然人从出生、入
学、就业、退休和生后全生命周期的“一
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基本实现了与人
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个
人事项的“全覆盖”，极大地方便了人民
群众办事，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打造‘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式套餐
服务、推行容缺受理、告知承诺制审批，
是我和同事力求为首府市民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便捷政务服务的一系列创新举
措。”李少莉说。多年间，李少莉负责的
团队先后获得了全国“青年文明号”、全
国“巾帼文明岗”、全国“窗口行业文明服
务单位”等市级以上荣誉10余项；李少
莉个人也先后荣获2017年全国卫生系
统先进工作者、201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等29项荣誉。

关键时刻能够勇于担当，更能显示一

名优秀干部的无私本色。2020年春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呼和浩特市市
场上消毒产品紧缺，为鼓励具有生产条件
的企业生产销售消毒产品，满足首府的消
毒产品需求，李少莉带领科室工作人员迅
速启动“绿色审批通道”，主动联系市场监
管、工信、应急、卫健等部门，采取容缺受
理、帮办审批等方式，短时间内为13家消
杀企业办理了消毒产品卫生许可证，并对
企业进行消毒产品规范性生产指导。这
些企业正式投产后，每天为呼和浩特市供
应医用消毒酒精50吨以上、84消毒液30
吨以上、洗手液5000多瓶。

“能够入选‘中国好人榜’，既是对我
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的激励。爱
岗敬业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我将始
终如一、不打折扣地践行下去，也希望这
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被更多的首府政
务服务系统干部领悟和传承，为首府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政务服务水平提升
凝聚不竭动力。”李少莉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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