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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霞，女，蒙古族，1964年 6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政府党组书记，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曾任省政府直
属部门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地级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副
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莉霞同志简介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李晗）9
月9日下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
团成员62人，出席本次会议的58人，
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石泰峰主持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那顺孟和、王波、廉
素、张院忠、和彦苓、施文学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周凯作的各
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的自治

区主席候选人名单情况的汇报，决定
将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作为正式
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选举。

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决定将通过后的
名单草案印发全体代表，提请大会表决。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石泰峰主持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白丹）9
月8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理论
学习中心组 2021 年第 9次集体学习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及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有关精神。自
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秀领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
召开的一次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是党的治国方略在民

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清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做
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进一步理清民族问题和民族工
作的大是大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始终保持
民族工作正确方向。

会议提出，要充分认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主线地
位、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在自治区党

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爱国
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总
书记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统
一各族各界代表人士思想，积极宣传
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建设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防范民族领
域重大风险隐患等方面，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为推进自治区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马学
军、张华及秘书长狄瑞明等参加会议
并作交流发言。

自治区政协党组传达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李秀领主持并讲话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章奎）9
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
议补选王莉霞为自治区主席。

当天的内蒙古人民会堂布置得热
烈而庄重，主席台后侧，10面鲜艳的红
旗拥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显得端
庄而神圣。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石
泰峰、那顺孟和、王波、廉素、张院忠、和
彦苓、施文学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自治
区领导王莉霞、李秀领、林少春、刘奇
凡、孟凡利、杨伟东、张韶春、段志强、丁
绣峰、孟宪东与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
有代表 534 人，出席会议的代表 511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
石泰峰主持。

上午11时许，内蒙古自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
石泰峰宣布大会开幕，随后，全体起立，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全场。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团常务主

席廉素作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
（草案）》的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选举办法》。

主席团常务主席那顺孟和作了关
于补选自治区主席候选人情况的说明。

下午4时30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大会表决通过了总监票
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进行大会
选举。王莉霞当选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王莉霞向宪法庄严宣誓。
在当选自治区主席后，王莉霞讲

话。她说，各位代表选举我担任自治区
主席，这是对我莫大的认可和信任，我
深感责任重大，倍感使命光荣。我一定
视信任为责任、视责任为使命、视使命
如生命，坚决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
逾底线，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
托。

王莉霞说，我将始终坚持“两个维
护”的忠心不动摇，胸怀“两个大局”、心

系“国之大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做好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精心呵护好“模范自治区”
崇高荣誉。坚持狠抓发展的决心不动
摇，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神圣
职责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走深走实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真
正让“两个屏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
头堡”成为内蒙古发展的亮丽名片。坚
持赤诚为民的初心不动摇，以人民为

“本”、以人民为“师”、以人民为“镜”，眼
睛向下、脚步向下，真正同人民群众站
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持依
法行政的公心不动摇，带头增强法治意
识、弘扬法治精神，全力推动打好优化
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整体攻坚战，
矢志不渝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服
务政府。坚持严于律己的本心不动摇，
把廉洁自律、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作为
从政必修课、为政常修课，认真较真、勤
勉尽责，不遗余力、竭尽所能，一心一意

谋发展，一门心思抓落实，让政府各项
工作更加规范、更有效率、更具成效。

王莉霞说，踏上新征程，我将坚定
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
图，在党中央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带
领下，团结政府一班人，与全区各族干
部群众一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努力为党和人民
争取更大光荣。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石泰峰作了讲
话。他说，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牢记重托、依法履职，圆
满完成了大会确定的选举任务，充分体
现了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充分反映了
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希望王莉
霞同志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团结带领政府一班人，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自治区党委确定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
务，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全面履行政府
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接受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更加奋发有为地
做好政府各项工作。

石泰峰强调，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

内蒙古发展新篇章，是全区上下必须担
负起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把内蒙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胸怀“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
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持续在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上下功夫，持续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上求实效，确保党中央各
项决策部署在内蒙古落地见效，以实
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走好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加快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和“一个桥头堡”，着力抓好稳定经济
运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科
技兴蒙”行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落实“双碳”任务、深化改革开放、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等各项
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
会稳定，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切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
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深
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积极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努力提升民
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坚决防范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
患，推动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
迈上新台阶。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
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大力倡导担当实干作风，始终
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锚定“十
四五”目标任务，以钉钉子精神做细
做实各项工作，努力作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石泰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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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不断开创经济高
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人民
群众高品质生活、边疆民族地区高效能
治理新局面，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
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
石泰峰主持 王莉霞当选自治区主席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章奎）9
月9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举行预备会议。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石泰峰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那顺孟和，副主任王波、
廉素、张院忠、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
在主席台就坐。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现有
代表534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511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

人大五次会议议程，选举产生了自治
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石泰峰主持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李晗）9
月9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
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
团成员62人，出席本次会议的58人，
符合法定人数。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
任石泰峰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
席团常务主席名单》。主席团常务主
席为石泰峰、那顺孟和、王波、李荣禧、
廉素、张院忠、和彦苓、施文学。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五次会议日程、执行主席名单、副秘
书长名单、表决议案办法。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周凯作的关

于大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决定将
通过后的选举办法草案印发全体代表
审议后，提请大会表决。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杨伟东作的关于补选自治区
主席人选情况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候
选人名单，决定将通过后的名单作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
表酝酿、讨论。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石泰峰主持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年9月9日补选王莉霞（女，蒙古族）为内蒙古自治区主
席。

现予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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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9 月 9 日，新当选的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在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五次会议上讲话。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9月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主持自
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并讲话。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