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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 1月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事故向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事故，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
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事故
向 尼 泊 尔 总 统 班 达 里 致 慰 问 电

李克强向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致慰问电

本报 1月 17日讯 （记者 宋爽 陈春艳）1月 17日下
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主任会议，研究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分工和自治区人大专门委员
会分党组班子组建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孙绍骋主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林少春就有
关文件稿作了汇报。

会议指出，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常
委会党组、机关党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成员要带头旗帜鲜
明讲政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时处处事事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格落实党领导人大
工作的各项制度，重大事项、重要工作、重要情况要及时向自
治区党委请示报告。

会议强调，要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人大所能，创造
性地做好人大工作，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助力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落实。要紧紧围绕努力完成习
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两件大事，紧紧围绕自治区的重大工作，通过有力发挥人大立
法、监督等职能作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同步
树立起地方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特别是要更
加注重通过立法的方式从长远和根本上来保障和推动重点工
作，避免“翻烧饼”，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孙绍骋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主任会议

本报1月 17日讯（记者 宋爽）1月 17日上午，自治区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绍骋出席自治区十一届纪委三
次全会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自治区政协主
席张延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同
志，自治区法检“两长”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九监
督检查室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刘爽主持会议。

孙绍骋说，过去的一年，自治区党委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方针，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全区各
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全区各级纪委监委忠诚履职尽
责，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

孙绍骋说，内蒙古政治生态一度“受灾严重”，加快“灾后重
建”步伐，实现政治生态全面重塑、根本好转，还需付出更为艰苦
的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精神，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上的清醒和坚定，切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
持下去。要紧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各级用实
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
度统一起来，引导和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放
开手脚干事创业。要强化正风肃纪，着力解决“三多三少三慢”
问题，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要坚决打好
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抓好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常
态化治理，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切实把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要做实群众监督和舆论
监督，在贯通融合中提升监督治理效能。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努力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坚决
防治“灯下黑”。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
纪、谨慎用权。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于1月17日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主持会议，刘爽代表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作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服务保障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

孙绍骋在自治区十一届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

增强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 内 蒙 古 政 治 生 态 打 造 得 山 清 水 秀

王莉霞张延昆出席

本报 1月 17 日讯 （记者 宋爽 陈春艳）1 月 17日下
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暨以案
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孙绍骋主持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第一督导组和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对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
前，专门制定方案，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认真进行
谈心谈话，精心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民主生活会做了充分准备。

会议首先通报了党组班子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林少春代表党组班子作对

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班子成员认真进行个人对
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孙绍骋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得很好，达到
了提高认识、增进团结、促进工作的目的。我们要运用好民主
生活会的成果，抓好整改工作，切实加强党组班子建设。要增
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行动自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要紧紧围绕自治区中心工作履职尽责，推动解决好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和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扛牢
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用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李秉荣列席会议。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2022年度
民主生活会暨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孙绍骋主持并讲话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章奎）1月 17日，王莉霞主持
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
等事项。

会议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是自治区政府向全区人民做出
的庄严承诺，是实实在在的“计划书”和“任务单”，关键是抓
好任务落实。各部门要提速提效，迅速研究形成详细工作方
案，缩小任务单元，明确重点举措，形成任务清单、项目清单、

措施清单、责任清单，逐条逐项抓好落实。政府班子成员要
亲自研究、亲自上手，定期听取落实情况汇报，协调解决突出
问题，以上率下推动落实，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落到位。政
府办公厅要围绕重点任务，细化工作台账，紧盯不放跟进督
办，推动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招商引资年度
工作要点等事项。

自 治 区 政 府 召 开 常 务 会 议
王莉霞主持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

议，并请自治区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

很不寻常、很不平凡。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年参加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2019年亲临我区考察并发表重
要讲话，为新时代内蒙古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各族人民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区上下凝心聚
力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增团结、保安全，推动各项事业发
展取得重大成就。

——全面小康目标如期实现。举全区之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15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7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3681
个贫困嘎查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与全
国一道共圆小康梦、迈上新征程。

——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地区生产总值从 1.5万亿
元增长到2.3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6.1万元增长到9.6
万元。粮食总产量从全国第十位跃升至第六位，牛奶、羊肉、
牛肉和羊绒、饲草产量稳居全国第一。累计生产煤炭53亿多
吨、发电2.9万亿度，煤、电保供量均居全国第一。

——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城镇化率从 64.6%提高到
近69%，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东中西部差异化协调发展格局初
步形成。张呼、通新、喀赤高铁相继通车，公路里程增加1.7万
公里，呼和浩特新机场主体完工，21个通用机场建设完成，水
利、能源、信息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投运。

——发展动力活力显著增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取得突破性进展，“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自治区本级行政权
力事项压减 71%，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实行清单管理。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全区各级国企重组整合244户，“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等历史性难题基本解决。2021年以来推动

大中矿业、优然牧业、大唐药业、新华发行、欧晶科技成功上
市，实现我区企业A股上市9年零的突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
长8%以上，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突破1万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增速总体快于经
济增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6万元增加到近 3.6万
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20万人以上，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文
体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提升。累计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
问题项目 2970 个、140 万套、1.55 亿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
5108个、棚户区近 26万套、农村牧区危房 9.6万套，建设保障
性住房2万套，圆了600多万群众的安居梦。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完成中央第一轮环保
督察及“回头看”整改任务，黄河、“一湖两海”、察汗淖尔等重
点河湖流域治理成效显著，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问题得到
有效整治。累计造林3700多万亩、种草1.2亿多亩、防沙治沙
5400多万亩、均居全国第一，创建10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和8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重大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全面落实党中央疫情防
控部署要求，全力处置额济纳、满洲里、二连浩特、呼和浩特
等地疫情，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坚决整治政府过度举债乱象，重拳整治煤炭资源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深入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化险，妥善处置原包
商银行、新时代信托风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社
会治安、安全生产、食药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社会大局保持
稳定。

——民族团结局面巩固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系统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举
措，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大团结的良好局面、精心呵护“模范自
治区”的崇高荣誉。

五年来，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重大事项、重要问题严

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办理自治区人大
代表建议2953件、政协委员提案3329件，提请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议案 141项，制定修改废止政府规章 87
项，政府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军地协调、双拥优抚、
退役军人、人民防空等工作都有新成绩，外事侨务、统计调查、
新闻广电、社会科学、档案保密、参事文史、地震气象、地质测
绘等事业都有新进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残联、
红十字会、老龄委、关工委等组织都有新气象。

各位代表！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在自治区党委带领下，稳中
求进、难中求成，较好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预计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4%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以上、居全国第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7%以上、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20.2%、居全国第二。

一年来，我们坚持早出手、早行动，年初伊始接连不断打
出政策“组合拳”，先后制定稳经济40条配套政策、21条接续
政策，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81条、产业高质量发展130条、奶业
振兴 9条、公路投资 6条、高标准农田建设 11条和工业、服务
业、建筑业、新能源全产业链建设政策包，为经济增长注入了

“强心剂”，给市场主体吃下了“定心丸”。实施重大项目3343
个、完成建设投资突破6000亿元，工业投资增长44%以上，装
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倍以上，新能源投资增长5倍以上，一批
重大产业和基建项目落地，为稳增长、调结构、强基础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一年来，我们坚持保大局、为大局，坚决扛起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煤炭产量 12.2亿吨、发电量
6465亿度，完成煤炭保供任务9.45亿吨、外送电量2640亿度、
均居全国第一；完成4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豆、油料扩
种任务，粮食产量780亿斤、牛奶产量734万吨、肉类产量278
万吨、均创历史新高。 ■下转第3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023年1月12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自治区主席 王莉霞

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
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依据，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
党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对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处分违纪党
员批准权限和程序作出系统规范和明确规定，充分彰显了我们
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对于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方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
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责任，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定
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对党的事业和党员、
干部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遵循、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要抓
实抓好《规定》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将《规定》纳入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带头严格执行《规定》。各
级纪律检查机关要认真履行党章和《规定》明确的任务职责，
严格按照《规定》行使纪律处分权。要按照与党纪处分批准权
限、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基本对应的原则，完善监察机关给予政
务处分的批准权限和程序，确保执纪执法贯通衔接，充分发挥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规
定》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
（2022年 9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22年 9月 22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在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下，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严格按照处
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实施党纪处分。

第三条 对违纪党员实施党纪处分实行分级负责制。处
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主要依据党员组织隶属关系和干部人事
管理权限确定，其中系党员干部的，除本规定和有关党内法规
规定的特殊情形外，优先依据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确定。

第四条 对违纪党员实施党纪处分应当坚持党纪面前一律
平等、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做到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

对违纪党员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
（含纪律检查机关，下同）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
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纪党员作出的处理
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第五条 党纪处分决定自有处分批准权的党组织集体讨
论决定之日起生效。

第二章 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一般规定

第六条 除本规定和有关党内法规另有规定外，给予各
级党委管理的党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可以由同级纪委审查
批准；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须
经同级纪委审查同意后报请这一级党委审议批准。

第七条 给予担任两个以上职务（不含党代会代表）的违
纪党员党纪处分，按照其中属于最高一级党组织管理的职务
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违纪党员所担任的职务中属于最高一级党组织管理的职
务有两个以上的，区别下列情形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一）有一个职务系党的中央或者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
地方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应当按照该职务对应的处分批
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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