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乌兰浩特市洮儿河冰雪

主题乐园内，大型雪雕正在加紧制作

之中，工匠手持雪铲精心进行雕琢。

据了解，今年洮儿河冰雪主题乐园内

制作了大型冬运会主雪雕、“五一会

址”大门实景冰雕和兴安盟大米主题

冰雪雕等 15 座冰雪雕以及 20 座冬运

会吉祥物彩冰冰雕，营造了喜迎“十四

冬”的浓厚氛围。 记者  王永生  摄

大型雪雕
亮相洮儿河
冰雪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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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的 2019

唱响依法行政执政为民主旋律
——我盟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综述

□记者 马刚  通讯员  刘志新 丁立华

“‘放管服’改革让我们企业家真

正感受到了各级政府的真诚服务，现

在门好进、人好见、事更好办了。以

往要两三个月办完的手续，现在一周

左右就能办下来，我们真心为政府的

好政策点个赞！”近日，在盟政务服

务大厅，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于海龙对我盟推进“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年以来，我盟全面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 (2015-2020 年 )》及《内蒙古自

治区贯彻落实 <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2015-2020 年）> 实施方案》，采

取有效措施，纵深推进行政决策法治

化、行政能力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

化，全盟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成

效显著。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盟委、行署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着力破解的“三大难题”之一，制定

《兴安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措施（试行）》，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 10 项政策措施，为民

营经济发展营造了优质环境。进一

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过两轮

审批事项调整划转后，盟级集中审批

服务事项 133 项，占盟本级行政权力

的 39.7%，划转的许可事项审批时限

较法定办理时限平均缩短 40%。重

新梳理行政许可事项，共梳理编制

完成盟本级 31 个部门权责事项共计

6638 项。深化“放管服”改革，编制

并公示了一批“四办”事项清单，共

梳理事项 2473 项，并在门户网站公

示。实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统一

服务事项库，全盟填写并发布实施清

单 3581 项。统一电子证照，全盟共

梳理证照模板 129 个，历史数据 2800

余条。开展“百日攻坚”市场净化行

动，在烟酒、矿泉水、石油、建材等 8

个重点领域开展了为期 100 天的专

项整治行动。关停经营场所 16 家，

查办案件 23 件。围绕民营企业生产

经营发展需求，进一步打通四级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工

作渠道。组织开展“律师为民营企

业开展法治体检专项活动”，全盟 117

名律师深入民营企业 206 家，实地走

访 83 次，召开座谈会 20 次，开展政

策宣讲 37 次，开展法律咨询 83 场，

帮助企业梳理法律风险点 163 个，出

具法律意见 73 条。

提高决策质量   实现行政决策法

治化 
制定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

查制度》《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

度》等，进一步完善政府重大决策事

项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以合法性审

查为核心，实现决策的全流程记录、

全过程监督。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机制。针对土地征收补偿、房屋征

收补偿、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等可能影

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先

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化解。2019

年，12 个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

类文件全部经过合法性审查。政府

法律顾问制度实现全覆盖。2019 年，

法律顾问共参与法律文件审查 139

件，出具法律意见书 109 份，为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了法律保障。

提升执法水平  推进公正文明执法   
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召开全盟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暨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工作现场会。制定

印发“三项制度”实施方案，落实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及时公开

行政执法信息。开展行政执法主体

和行政执法人员清理确认和资格审

核工作。目前，全盟具有合法资格的

行政执法单位 520 个，共有行政执法

人员 8999 名。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印发《关于落实深化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交

通运输、农牧业、生态环保、文化市

场、市场监管等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优化执法职能和资源配置，提

升执法效率和监管水平。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2019 年，

全盟共注册企业 15389 户，随机抽取

企业 762 户，完成抽查检查 398 户，

所有检查结果均已录入并公示。推

动企业诚信建设，指导各行业主管部

门开展联合奖惩工作，并将联合奖惩

信息录入兴安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下转 B2 版）

我盟 2019 年第二批 17 座光伏变电站全部并网发电
本报讯（王健 孟鑫）12 月 26 日，

刚刚下过不久的积雪开始逐渐消

融，冬日的暖阳缓缓照在兴安大地

上，科右前旗俄体镇双花村光伏变

电站里排列整齐的太阳能电池板在

阳光照耀下泛着耀眼的蓝光，贫困

户庞桂芬心里乐开了花，这些金黄

色的阳光不仅照亮了这些崭新的光

伏发电设备，也照亮了庞桂芬致富

的希望。

12 月 21 日 18 时，科右中旗高力

板镇丰产嘎查新建的村级光伏扶贫

变电站里一声清脆的刀闸关闭声响

起，该站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标

志着兴安盟 2019 年第二批光伏扶贫

工程历时 7 个月的集中攻坚，终于圆

满完成全部并网发电任务。

据 悉，国 家“十 三 五”第 二 批

村级光伏扶贫项目中我盟共有 17

座光伏变电站，其中 15 座是 10 千

伏 并 网 电 站，2 座 是 380 伏 并 网 电

站，总 建 设 规 模 68008 千 瓦，总 投

资 4.29 亿元，其中国网兴安供电公

司 电 网 建 设 投 资 6248.68 万 元，涉

及前旗、中旗、突泉、扎旗的 368 个

贫困村，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

10466 户。

为服务光伏变电站如期并网，

国网兴安供电公司动用 5 支施工队

伍共计 112 人同时进行项目推进，

以架空方式为主，新建了 10 千伏线

路 117.33 公里，0.4 千伏线路 0.95 公

里。在变电站出口及跨路等特殊地

段采用电缆敷设，同步架设 ADSS 光

缆。接入变电站出口 11 个，新增变

电站 10 千伏间隔设备 11 个，并配套

设置线路保护、接地变、通讯、计量等

设备。

本批次光伏扶贫项目预计每年

发电 2800 万千瓦时，产生经济利润

7100 多万元，像庞桂芬这样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年每户平均增收 6000

元。

目前，国网兴安供电公司辖区

光伏扶贫总投资已达 6.6 亿元，拥有

光伏变电站 34 座，总装机容量超过

147.3 兆瓦，覆盖 565 个贫困村，惠及

贫困户 24193 户。

编者按：

2019 年，我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报从即日起，开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弘扬

蒙古马精神 谱写建设亮丽内蒙古新篇章·兴安盟的 2019”专栏，盘点全盟各行各业取得的新成效新业绩。

乌兰浩特洮儿河国家湿地
公园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本报讯（曹忠哲 高宇轩）12 月

25 日，喜讯传来，塞外红城的洮儿

河湿地公园——内蒙古乌兰浩特洮

儿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通过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验收，成为乌兰浩特市

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此次乌兰浩特洮儿河国家湿

地公园顺利通过验收，是落实乌

市委、政府提出的“围绕‘三山两

河一湿地’，加大生态建设与修复

力度，厚植绿色发展优势，做足山

水 文 章”总 体 要 求 的 具 体 成 果。

过去的洮儿河湿地，砂场、度假村

众多，各类垃圾随处可见，严重破

坏了这一区域的自然生态。内蒙

古乌兰浩特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局正式成立以来，对洮儿河

湿地进行抢救性保护，通过几年

全面保护、自然修复，如今的洮儿

河湿地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

到处充斥着自然野趣。根据监测

结果显示，近几年洮儿河湿地植

被覆盖率不断提升，野生动物及

湿地鸟类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

如今洮儿河湿地已经成为鸟类栖

息繁衍的天堂。

兴安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会  协办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

优势。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20 年经

济工作，突出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明年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我们做好

明年经济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指明了努力方向。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社会

之所以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

势，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

求进，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新中国 70 年来，我

们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下转 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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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欣闻）12 月 21 日，由盟文化旅游协会主办，阿尔山

市文化旅游体育协会、内蒙古大兴安阿尔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以“相约十四冬·纵情阿尔山·欢乐冰雪游”为主

题的第十四届阿尔山冰雪节在阿尔山市冰雪乐园举办。冰雪

节期间，兴安盟向全国游客、主流媒体、网络名人热情邀约，感

受银色兴安美景，共有 52 家、124 名中央、自治区及其他省市

主流媒体记者，围绕兴安盟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资源、龙头景

区景点、旅游产品、冰雪运动、重大项目签约等内容，生动讲述

兴安盟冬季旅游故事和高质量发展故事，开启了兴安盟冬季旅

游红红火火的沸腾模式。冰雪节开幕后的一周时间里，各媒体

充分发挥各自传播优势，持续呈现阿尔山冰雪美景，深度解读

兴安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思想的创新实践，强力引导了社会舆论，再一次掀起了展示推

介兴安盟的宣传高潮。

截至 12 月 27 日，各媒体共刊发各类稿件 500 余篇（条）。

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社、中国日报、学习强国等多家中央

级主流媒体进行集中报道，累计发稿 50 余篇（条）、其他省市级

媒体累计发稿 100 余篇（条），自治区驻站媒体、盟级媒体积极

向上级媒体提供素材并推送稿件 350 余篇（条），形成联动宣传

声势，众多网络名人通过快手、抖音等平台推介阿尔山冬季美

景，“巍巍大兴安 梦幻阿尔山”传遍全国各地，有力提升了兴安

盟冬季旅游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专题部署 统一调度
此次重大节庆活动的宣传报道，盟委宣传部提前一个月进行

多次专题安排部署，制定宣传方案，确定“欢乐冰雪行 魅力兴安

盟”专题专栏条目式报道计划，同时，策划制作兴安盟大米吉祥

物“兴安米宝”冬季旅游表情包，将其打造成为兴安盟冰雪运动

爱好者形象，助力宣传推广兴安盟冬季旅游活动。按照盟委、行

署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与盟文化旅游体育局、盟区域合作局的

沟通合作，将冰雪节亮点活动及兴安盟重大项目签约活动向人民

日报、人民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进行了重点推介，并在

会前配专人到阿尔山与媒体对接，对整个报道进行现场调度。

盟级媒体、自治区驻站媒体按要求进行了主题策划，落实

了具体选题和专人负责。整个报道分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

盟级媒体、自治区驻站媒体率团队提前赴阿尔山进行预热宣

传，多形式全面介绍兴安盟冰雪资源、阿尔山冰雪节活动、景区

景点等内容，及时为各级媒体提供了大量文图视频新闻素材。

《内蒙古日报》12 月 18 日在“地方观察”推出“欢乐冰雪行 魅

力兴安盟”专版；《兴安日报》制作 10 余条冰雪美景短视频在

各平台集中推送，并在兴安日报官方微信、魅力兴安客户端推

出“欢乐冰雪行 相约兴安盟”“惊艳！阿尔山雪雕园精彩亮相 

先睹为快！”“第十四届阿尔山冰雪节开幕之际，米宝带你先睹

为快！”等多个融媒体作品；兴安广播电视台全频率、全频道联

动预热，制作“欢乐冰雪行 魅力兴安盟”短视频宣传片进行全

网推送、《兴安新闻》推出“阿尔山雪村焕然一新迎游客”“第

十四届阿尔山冰雪节即将精彩开幕”等多条重点报道、兴安手

机台精心创编“兴安米宝”与阿尔山冰雪节的冬季旅游故事，

推出“冰雪奇缘 尽在冬季阿尔山”等多条融媒体产品，让人耳

目一新。盟委网信办推出漫画《嗨，米小宝》第三期之天池大

冒险，以兴安盟大米吉祥物兴安米宝、“十四冬”吉祥物安达、

赛努为原型进行漫画创作，在区盟新媒体客户端及“学习强国”

内蒙古平台推出，提高兴安盟冬季旅游知名度。（下转 B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