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工作

科右前旗

人大之窗

微信号：

kyqqrd

突泉人大

微信公众号

乌兰浩特市人大

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

wlhtsrdcwh

兴安盟人大工作委员会官网网址：
http://www.xamrd.gov.cn/

科右中旗人大

微信公众号：

kyzqrd

“内蒙古人大”

微信公众号

扎赉特旗人大

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格    格    ●电话：8877074
●校       对：宋丽艳    ●电脑制作：吕爱琳

2020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三

3版人大新闻

新时代扛起人大新担当
——突泉县第十七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强化自身建设打牢履职尽责根基

□王天利

“今天对机关 6 名‘学习标兵’进行

表彰，希望全体干部以他们为榜样，充分

利用学习资源，汲取政治营养和理论知

识，希望受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近日，突泉县人大办召开“学习强

国”平台学习标兵表彰会议，对机关“学习

强国”学习标兵进行表彰。

打铁必须自身硬。做好人大工作，自

身建设是关键。去年以来，突泉县第十七

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

放在突出位置，按照“两个机关”的定位，

不断提高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

平，围绕创建“五型”机关，全面加强常委

会自身建设，练实干事“基本功”，打牢履

职尽责根基，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时代担

当。

学习型机关，激活人大新动力。为进

一步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努力做好新时代

人大代表工作。4 月 22 日，突泉县人大常

委会举办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

自治区、县、乡镇三级人大代表和人大机

关全体干部 300 余人参加培训，受邀前来

授课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

委员会的专家用生动的语言、鲜明的案例

讲授了人大代表如何履职、如何参加闭会

期间的活动等内容。据统计，去年以来，

突泉县人大组织举办并参加全国、自治

区、盟人大举办的培训班 16 批次，培训人

大代表和人大干部 900 余人次，通过集中

培训、以会代训、经验交流、外出考察等多

种形式，实现了三级代表培训“全覆盖”。

同时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利用党组会议、常委会会议、主任会

议、机关干部会议，通过集中学习、个人自

学和培训研讨等方式，强化人大业务知

识、相关法律法规、公文处理和写作知识，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实干型机关，展现人大新担当。制定

实施《突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行职责的规定》，建立

履职档案制度，真正让履职看得见摸得着

有成效；认真落实乡镇一年两次人代会的

制度，开展乡镇长向人大代表述职评议、

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评议，主动接受代表

和选民监督；坚持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牵

头督办重点建议案等机制，及时交办、强

力督办代表建议意见；进一步健全代表活

动机制，拓宽工作载体，丰富闭会活动，促

进人大代表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今年，重点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和乡村振

兴工作视察，围绕英烈保护工作，对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情况开展调查，组织人大代

表对文旅局、农科局工作进行评议，在务

实担当中切实做到依法监督有效监督。

创新型机关，增强人大新活力。始终

坚持“人大监督工作要么不做，要做就要

做实”的理念，在改革创新中推动人大工

作发展。今年以来，持续推广民生实事项

目代表票决制工作，经过前期项目征集、

项目初定、项目审议以及项目票决，试点

乡镇共确定 2020 年民生实事代表票决项

目 11 个，投资总额 2640 万元。目前，项目

已完工 5 个。计划 8 月召开专题会议，进

行总结经验，推动工作；5 月、6 月，针对国

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县人大先后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进

行调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 办法》贯彻实施

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服务型机关，提升人大新水平。把服

务“三会”作为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

调研先行，督查为主，服务到位。坚持围

绕常委会的重点工作及审议议题，精心谋

划调研方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求掌

握实际情况，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为

常委会科学决策和专题审议提供依据；积

极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认真做好会前、

会中、会后各项服务，为代表依法履职做

好服务保障。今年 3 月，在全县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和疫情防控的关键

阶段，突泉县人大常委会向各级代表发出

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的倡议，并通

过开展“七个一”活动，即进行一次走访、

宣传一次政策、建立一个热线、排查一些

问题、提出一份建议、送去一份温暖、帮办

一件实事，动员和组织各级代表深入选

区，走近贫困户，在脱贫攻坚中当先锋、树

榜样、作表率，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廉洁型机关，树立人大新形象。严格

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健全

完善机关学习培训、财务、车辆管理、会议

等内部管理制度，推动机关工作更加规范

化和制度化；通过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使

优良作风成为机关党员干部的内在要求

和自觉行动，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保证常

委会各项工作有序规范高效推进；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后开

展“忆初心·明使命”低碳骑行主题党日

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祭扫烈士墓、参观警

示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进一

步激发队伍活力，树立机关正气，凝聚发

展的合力。 

人大动态

● 6 月 3 日，盟人大工委机关召开集中学习会，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图解传达了政府

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李金洋）
● 6 月 5 日，科右前旗人大财经委员会召开预算

联网监督系统软件安装协调会，会议对前旗旗财政

局、发改委、统计局及软件开发公司在预算联网监督

系统数据收集阶段的主要工作进行部署。（杨冬生）
●截至 6 月 10 日，突泉县突泉镇高质量完成镇

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票决出的东城村山洪沟治理和

柳河村砂石路民生实事票决项目，使 2 村 4 屯常住人

口 255 户、737 人受益。                            （任跃武）
●近日，扎赉特旗召开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建议交办会，将扎赉特旗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

表团、代表 10 人以上联名或代表个人提交的 31 件建

议、意见交由旗人民政府进行办理。            （赵瑞）
● 6 月 10 日，阿尔山市人大法工委组织人大代表

参加检察院“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座谈会。还参观了生态旅游检察车和 12309 检察

服务大厅，代表们对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并提出意见建议。                                （丁琼路）
● 6 月 11 日至 12 日，突泉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深入到突泉镇、水泉镇、永安镇、宝石镇以及六户镇，

对 2020 年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推进情

况、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导和调研。（王天利） 

●近日，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分别深

入各自包联苏木镇实地督导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情况，

提出整改要求，并要求限期完成整改。 （马萨如拉）
● 6 月 17 日，盟人大工委机关党总支依托“学习

强国”APP 平台举办了“学习强国”知识竞赛，机关全

体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挑战赛，产生一等奖一名、二等

奖两名、三等奖一名。                             （何百玲）
● 6 月 18 日 , 乌兰浩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深入到乌市公安局、移动公司、飞鹰电竞网吧等地 , 

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形式，对全市贯彻实施网

络安全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 宋莹 ) 

乡镇街道人大信息

●近日，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人大代表主动

参与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围绕“五清一改五化”总体

要求，清扫公路、打捞沟渠内垃圾和杂物，定期对大街

小巷卫生“死角”进行检查，督促相关负责人进行环

境整治。                                                   （布和）
● 6 月 1 日，乌兰浩特市五一街人大工委邀请全

国人大代表、兴安盟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管理局副局

长陈良走进天元社区为党员群众和居民传达了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徐翠萍）
● 6 月 2 日，乌兰浩特市兴安街人大代表小组参加

兴安街创城工作推进会，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在创建文明

城市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联系选民优势，提

高创城工作知晓率，为文明城创建作出新贡献。 （张欣）

让代表议案建议“落地开花”
——科右中旗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纪实

□马萨如拉

近年来，科右中旗各级人大

代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生产生活问题开展调查视察，

积极向本级人代会提出议案建

议。2019 年，科右中旗第十六届

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人大议

案 1 件、代表建议 17 件。目前，1

件议案正在进行专家评审，17 件

代表建议中已办理 16 件，正在办

理的 1 件，答复率为 100%。

为民代言守初心
家住科右中旗高力板镇呼和

索格嘎查独居老人安达一边从电

磁炉上提下烧开了水的茶壶一边

说：“现在的电费才几毛钱一度，

连冷天取暖都比烧煤便宜。”随着

农村电网改造的逐步推进，在科

右中旗，像安达这样受益农村电

网改造的家庭越来越多。

像安达老人一样，中旗农村

牧区百姓对用电的满意，来自科

右中旗第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

上，由包国忠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强改善农村电网管理的建议》

的办理。全年，科右中旗建设、改

造 10 千伏及低压线路 541 公里，

总容量 1.78 万千伏安，惠及 6124

户。累计完成投资 8100 万元，架

设 10 千伏线路 215 公里，组立完

成 130 个低压台区水泥杆，电力

部门加强电网全面检修，全年电

网平稳高效运行。

落实建议惠民生
日前，坐落于科右中旗蒙格

罕山脚下的罕乌拉嘎查幼儿园正

式封顶。待装修投入使用后，巴

彦呼舒镇罕乌拉嘎查 70 多名学

龄前儿童就可以在本嘎查接受学

前教育。

在科右中旗十六届人大第二

次会议上，中旗人大代表包八月、

阮青华等提出《关于加强村级幼

儿园建设的建议》。科右中旗人

民政府高度重视，在基础教育项

目、资金安排上向农村牧区学前

教育倾斜，建设完成 38 所村级幼

儿园。对苏木镇公办中心幼儿园

实行独立建制，村级幼儿园由苏

木镇公办中心幼儿园统筹管理，

26 所 城 乡 幼 儿 园 建 立“结 对 帮

扶”制度，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

科学把脉重实效
近年来，科右中旗深入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

设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富胜、常

连壮代表提出《关于加强“三禁”

工作，促进生态保护，出台保护生

态环境规范性文件的议案》，得到

中旗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讨论，现已编制完成

《科右中旗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草

案）》，待相关会议评审通过后实施。

一桩桩一件件代表议案、建议

的有效办理，切实增强了人大代表

为人民代言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

调动了代表的履职积极性，激发了

代表建言献策的履职热情。

今年，科右中旗第十六届人大

第三次会议上，一份份凝聚着人

大代表汗水和智慧的议案、建议

递交到大会秘书处。本次会议，

共收到代表议案 1 件，建议 21 件。

日前，科右中旗召开 2020 年人大

代表议案（建议）交办会，要求各

承办单位把办理人大代表的建议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努力把

办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人大代表“赶考”记
——科右前旗人大开启新时代人大代表履职新常态

□包天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

应有之义。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组

成人员，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破题、解题、

答题？科右前旗人大的答案是：以赶考

的心态不负初心使命，以冲刺的状态依

法履行职责，以奋进的姿态彰显代表风

采。

6 月 10 日，是科右前旗十七届人

大代表依法履职的第 958 天。尽管阴

雨连绵，却丝毫没能阻挡人大代表的履

职步伐：在前旗人大预算联网审查监督

网络中心，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第 16

次预算联网监督疑似问题座谈会正在

进行；在前旗教育局和基层学校，前旗

人大常委会《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

查组正在调研教育系统贯彻落实法律

情况；在大石寨镇，民生实事项目监督

小组直奔林果产业发展配套项目建设

现场，深入了解项目实施进度……这一

系列看似密集的工作，实际上早已是新

时代科右前旗人大代表履职的常态。

在 4 月 27 日至 29 日召开的科右

前旗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中的一组组数据也见证着

代表的履职足迹：前旗四大班子主要领

导带头，542 名区旗乡三级人大代表回

原选区述职，主动接受选民监督；全旗

各级人大代表义无反顾投身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始终奋战在排查防控、

宣传引导、捐款捐物的前沿；举办“人

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年”系列活动，组

织培训、外出考察 6 期、86 人次，走进

人大机关学习交流 132 人次，邀请人大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 31 人次；实施民

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促进了

人大代表更好发挥主体作用，全旗各

级代表围绕票决项目开展监督、提出

建议，全年累计参与各项活动 500 余人

次……

前旗人大代表除了自觉接受选民

监督，更要打铁必须自身硬，不待扬鞭

自奋蹄。科右前旗智慧人大平台数据

分析系统就是人大代表加强“自我监

督”的利器。“平台对人大代表履职

数据进行统计，并在‘履职档案数据

分析系统’进行反馈，目前从‘出席会

议’‘参加监督活动’‘参加代表之家

活动’‘双联系工作’‘提出建议、议

案’5 个维度显示了年度履职靠前的人

大代表排名。此外，单独搜索代表姓名，

还可以查看到这位代表各年度各维度

的履职次数。”科右前旗智慧人大平台

管理员李楠在 2019 年末的苏木乡镇人

大工作总结会议上，向与会人员展示了

人大信息化推动代表履职监督智能化

的新成果。

线上有数据，最终还是要线下有

成绩，如何才能做到任期近半，履职

不倦？一场好的报告会就是一次深刻

的精神洗礼。4 月 26 日，在科右前旗

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优秀人

大代表履职报告会精彩上演，韩桂玲、

曹魁、季玉成 3 名基层人大代表分享了

他们的履职故事。他们当中，有无悔幼

教事业、倾情家庭教育的师者，有工作

重心、生活轴心都是老百姓的村支书，

有助力脱贫攻坚、致力乡村振兴的企业

家。虽然他们的履职故事不同，但不同

的背后，却是他们相同的履职初心。

“举办履职报告会的初衷就是以会

代训，用优秀代表的事迹给人以启迪，

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励人大代

表更好履职。”科右前旗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白铁壮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科右前旗

十七届人大代表将继续以赶考的状态，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做新时代人

大工作的合格“答卷人”。

执法检查
6 月 10 日，扎赉特旗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对传染病防治法在全旗的贯

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

组先后深入扎旗血浆站、人民医院、疾

控中心进行实地检查，对该法在贯彻实

施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建

议。                           张宇  陈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