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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名消防队员
奔赴重点林区严防火灾

适用 653 部法律法规及文件 工作面广、
点多、
责任重

市场监管局宣传问计媒体人
共同营造高质量发展舆论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张鑫）3 月 21 日
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
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听取新形势下
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新闻宣传工作
的意见建议，探讨交流如何进一步加
强市场监管部门与新闻媒体的互动
交流，强化舆论引导，提高宣传水平。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局长白清元出席
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局领导杨林、
张永强、李东升、彭万臻以及相关处
室局和部分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中央驻区和自治区等 27 家新闻媒
体的 34 位媒体负责人、记者参加了
座谈会。
会上，白清元介绍了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的职能职责，以及 2019 年工
作的主要思路和重点工作。他指出，
新组建的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承担着
全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质量监管、
主体准入、消费维权、反垄断反不正

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物价监管等
多重职能，监管范围之广、监管的主
体之多、承担的职责之重前所未有，
涉 及 129 部 法律 、109 部 法 规 、315
部部门性的规范性文件，总共是 653
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面对的市
场面广、点多、责任重。为了做好各项
工作，2019 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
聚焦“三大目标任务”推动“五 项建
。即守住安全底线、聚焦民生关
设”
切、服务发展大局，抓好业务能力建
信
设、法治建设、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息化建设、考核体系建设，增强全系
统履职能力。
白清元强调，市场监管事业的发
展离不开媒体的支持，改进自身工作
也离不开媒体的支持。下一步，自治
区市场监管局将做好内宣和外宣工
作。内宣就是全区市场监管系统上下
一盘棋，加强沟通互动，做好干部政

领域新闻宣传的经验和体会，并对立
足市场监管职能优势和社会关注话
题，
丰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新闻宣传
表现形式和平台载体以及沟通合作
机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白清元表示，媒体代表的发言紧
贴实际，
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价值。今
后，市场监管部 门 将 与 各 级 媒 体 建
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探索深化合
作 的 机 制 和 方 式 ，聚 焦 重 点 工 作 ，
加 强 正 面 宣 传 、化 解 舆 情 风 险 ，共
同打造平台，推出更有内涵和特
点的新媒体产品，讲好内蒙古市场监
管故事，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治思想和业务素质教育。外宣就是要
围绕全局的重点工作、特色工作开展
宣传，如围绕守住安全底线、三项行
动计划、衣食住行领域专项整治、营
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商事制度改革
等社会关切、群众关注的市场监管热
点，以及重要节日、关键节点抓好策
划、做好宣传。在此基础上，及时关注
舆情动态，积极回应舆情信息。舆情
工作要做到“细致、快速、深入、全
面”，要围绕群众关心的市场监管话
题做好信息发布，积极处置和回应舆
情动态。
会上媒体代表结合各自媒体特
点及发展态势，分享了做好市场监管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本报讯 近日，来自内
蒙古自治区园艺研究所、
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
内蒙古园艺学会的 50 多
位博士 和专家 来到呼和
浩特市 新城区 保合少镇
甲兰板 村的果 林里向村
里的科技特派员、村民传
授果树栽培、修剪技术。
2017 年，甲兰板村委会
与自治区园艺研究院、内
蒙古农 业大学 联合成立
了“博士专家工作站”，工
作站成立以来，已累计培
马建荃
训 300 余人。

我区 3 个城市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卫生城市

政经

ZHENGJING

家卫生县城（乡镇）复审结果进行了抽
查。复审和抽查结果表明，各地高度重
视卫生城镇创建工作，在获得国家卫生
城镇荣誉称号后，持续推进卫生创建工
作全面深入开展，健全城市卫生长效管
理机制，努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
问题，不断加强城镇社会卫生综合治
理，巩固和发展国家卫生城镇创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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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与世界》写作大纲
专家评审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巴丹吉林沙漠入选
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本报讯 近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官网上，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做了更新，巴丹吉林沙
漠—沙山湖泊群上榜。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中国西北干旱温带荒漠区阿拉
善高原，是中国第二大流动沙漠，提名地巴丹吉林沙
包括了巴丹吉林沙漠
漠—沙山湖泊群位于阿拉善右旗，
丘间湖泊等风沙地貌特色景
分布最为集中的高大沙山、
观，具有不可替代的自然遗产价值。提名地中的湖泊多
达 144 个，总面积超过 2300 公顷，其中 74 个湖泊是常
年有水的永久性湖泊，12 个是水质很好的淡水湖泊，由
地下水补给，这一形态多样的丘间湖泊群展现出沙漠的
刘宏章
神秘感和独特的自然美景。

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
督查“大棚房”整改动真格

多位博士专家教咱种果树

本报讯 近日，全国爱卫会通报了
2018 年国家卫生城市（区）和国家卫生
县城（乡镇）复审结果，我区赤峰市、鄂
尔多斯市、包头市顺利通过复审，被重
新确认为国家卫生城市。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爱卫会组织专
家对 2018 年进入复审程序的国家卫生
城市（区）进行了评审，对各地上报的国

本报讯 今年春季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气温回升
导致森林防火形势十
快，气候干燥，林内可燃物载量大，
分严峻。日前，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派出 305 名队
员，奔赴部分交通不便火险等级较高的、生态地位重要
的重点林区腹地靠前驻防，确保如发生火灾，队员们能
在最短时间内投入灭火战斗。
队员们驻防的地点都位于林海腹地，交通十分不
便，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没有人烟，生活条件十
分艰苦。在各驻防点，队员们本着有火灭火作战、无火教
育训练的原则，认真落实好战备、训练、教育等各项工
作。还根据驻地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实战化灭火作战战
术、战法训练、体能训练，不断提高指战员的能力素质，
提高支队灭火作战效率。
据悉，队员们将在驻地驻防至 6 月初，直至树木发
芽、放叶、
变绿，森林火险等级降低，方可撤回营区。
刘玉荣

果，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但个别城镇
在取得荣誉后，对卫生创建成果的巩固
提升工作重视不够，工作有所滑坡，特
别是一些旧城区、背街小巷、城中村、城
乡结合部和“五小”行业等方面的基础
设施建设薄弱，日常卫生监管不到位，
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整体卫生水平与国
家卫生城镇标准存在一定差距。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3 版）
生态立县绿色强县
坚守初心再出发

根据暗访和评审结果，重新确认北
京市怀柔区等 93 个城市（区）为国家卫
生城市（区），其中，北京市天安门地区、
北京市通州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等 9
个城市（区），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方面成效显著，在复审中成绩突出，予
张文强
以通报表扬。

商海经

本报讯“还是拆了好，符合国家政策。”
“听说这回
纪委也参与查
‘大棚房’的事了。”
“拆了大棚房，把地平
整出来，再过些日子天气暖和了，就能下种了！”
在督查
现场，
围观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日前，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相关人
员一行深入到赛罕区巴彦镇、黄合少镇、敕勒川街道、金
河镇 4 个乡镇街道的 7 个村 10 个农业园区，对自治区
暗访发现的该区超大看护房、改建餐厅设施及大棚建房
等 13 个问题的整改情况，采取点对点、一对一方式进
行全覆盖督查。
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呼和浩特
市纪委监委集中开展实地督查，以天为进度，采取人盯
人、人盯棚、一对一、点对点方式，推动全市“大棚房”问
题整改。其中市委、
市纪委监委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
展督查 45 次，市纪委监委第一至第五纪检监察室牵头
开展实地督查 7 次，各旗县区纪委监委、经济技术开发
区纪工委开展督查 75 次，
发现问题 30 个，都现场要求
立行立改。
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甄别各类“大棚房”问题
5178 个，涉及耕地面积 1040.76 亩，已全部整改完毕。
督查同时，市纪委监委同步跟进问责。截至目前，
对整改工作推进不及时的 5 个乡镇主要负责人，整改
不到位的 4 个镇、街道包片领导及村委会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约谈，累计发现问题线索 2 件，正在核查中。
郑学良

327

SHANGHAIJING （4 版）

苹果（乌兰察布）数据中心
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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