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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丹 通讯员 塔那

2021年，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定不
移深化政治巡视，深入推进巡视巡察上下
联动，强化整改落实和成果运用，推进新
时代巡视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彰
显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扎实完成
全覆盖任务

这一年，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把“两个
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围绕“四个落实”监督
重点，突出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深入查
找存在的政治问题、责任问题、腐败问题和
作风问题。全年三轮巡视共发现问题
2035个，移交立行立改事项138个。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坚
持常专结合方式，在巡视25个单位、7个
开发区的同时，对监狱系统开展专项监
督，全面完成全覆盖任务。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创
新运用提级方式，巡视了自治区国资委和
区直有关部门主管的20个国企，发现了一
批监管责任缺失、内部管理混乱、廉洁风
险突出、管党治党宽松软等突出问题，有

力传导了震慑效应、巩固了全覆盖成果。
——十届自治区党委涉粮问题专项

巡视，在对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属粮库
监督检查的同时，指导巡视组派出4个
小分队下沉基层代储库点延伸了解，注
重联动监督、快查快交，掌握了一批突出
问题、移交了一批问题线索。

深入推进上下联动，提升市县巡察
工作质效

这一年，制定《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具体措施》，
从组织领导、责任落实、任务统筹、成果
运用、贯通融合等10个方面细化了22
条落实举措。

——围绕供销合作社系统和粮食购
销领域，组织开展上下联动监督，统一制
定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巡察工作方案，12
个盟市同步对 229个本级及所属旗县
（市、区）涉粮单位开展专项巡察。

——组成6个指导督导组，采用“一
托二”方式，对盟市巡察工作开展现场指
导督导，通过全过程、全方位、全流程“嵌
入式”跟进，促进巡察工作规范开展。

——盟市、旗县（市、区）委紧扣“三
个聚焦”深化政治巡察，综合运用常规巡
察、专项巡察、机动巡察、巡察“回头看”
等方式，实现有型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

一。全年共巡察党组织580个，发现问
题1.14万个。

强化整改落实和成果运用，做深做
实“后半篇文章”

这一年，进一步加强与自治区纪检
监察机关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
的对接协作，每轮巡视反馈后，共同做好
被巡视党组织整改方案把关、进展调度、
报告审核，全程抓紧抓实巡视整改。

——协同自治区纪委监委组成3个
巡视整改专项督导组，对第八轮、第九轮
巡视的3个政法单位、7个开发区和呼伦
贝尔农垦集团整改情况进行实地督查，
对整改不到位的116个问题再次进行反
馈，持续督促逐条逐项研究解决，推动清
仓见底。

——对2017年至2020年的8轮巡
视整改进行集中起底，全面梳理了239
个党组织的整改情况，对中长期整改事
项持续跟进。据统计，前九轮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率达到96%，督促制定措施4.1
万余条、完善制度9400余项。

加强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充分发
挥巡视综合监督平台作用

这一年，坚持系统观念，把整合监督
资源和力量作为提升巡视质量的重要方
式，充分发挥巡视综合平台作用，切实形

成了监督合力。
——落实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监

察监督、派驻监督贯通融合流程导图，在
巡前沟通情况、巡中支持保障、巡后移交
反馈整改等环节，全年向自治区纪委监
委移交信访件1304件、书记点人点事问
题和追责问责问题 387 个、反馈意见
104份。

——深化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
传部的协作配合，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
查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
查，综合监督效应明显增强。

——密切与协作成员单位的沟通配
合，自治区信访局、审计厅、国资委等单
位提供有关情况143次，在共享监督资
源中取得了“1+1＞2”的效果；与审计厅
实行“巡审联动”，把业务审计与政治监
督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成果共用。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促进各类监督贯彻
融合的要求，建立《自治区党委巡视办与
自治区党委保密办公工作对接协调机制
的意见》《自治区党委巡视机构与自治区
财政厅协作机制的意见》《自治区党委巡
视机构与自治区统计局协作机制的意
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有
机贯通、相互协调。

坚守职能定位 深化政治巡视 扎实推进新时代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1年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综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定，同意王健等12名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

（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王健 王月虎 白长明 曲云清 邬建刚 关方方 李少军 李延俊 李洪

才 杨茂盛 姚云峰 谢贤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王健等

同志辞去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委员的决定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王伟、布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发〔2016〕3号）相关规定，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免去王伟、布和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撤销其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资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免去王伟、布和

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定，同意王芳等23名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王芳 王建国 乌云 尹立峰 田明生 白云松 刚布和 乔霞 乔卫国

全觉民 孙艾芳 孙建华 张春林 阿荔惠 金满仓 周玉林 郑玉山 贾伟东
徐建春 萨仁图雅 萨楚日勒图 嘎拉扎布 魏国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王芳等同志辞去

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定，增补王俊等43名同志为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王俊 王长春 王佳音（女，蒙古族） 王常青 王曙光 乌兰（女，蒙古族） 布仁

其木格（女，蒙古族） 卢利明 吕永成 吕贵和 旭光（蒙古族） 刘少坤 刘玉华
（女） 刘良玉 刘树成 刘聪盛 许怀云 李炯 李国宏（女） 杨海 狄瑞珍 张
波 张洪 张金亮 张晓君（女） 陈功明 孟和巴特尔（蒙古族） 赵宏 赵航 赵永
红（女）赵德永 胡文勇 侯晨曦 姜泰安 秦立梅（女） 敖满斌 柴随周 高占胜
高慧广（蒙古族） 凌云（女，鄂伦春族）葛智敏（女） 朝格（蒙古族）翟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姜泰安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任职名单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马韶晖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免去政协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职名单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秘 书 长：狄瑞明
副秘书长：李长江 孙延军 符雷 王俊 栾天猛 姜泰安 李相合

戴强 吕靖原 李凤斌 蓝峰 朱华 赵庆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1月13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记者 李新军

54岁的孙元国是大兴安岭农垦集
团甘河农牧场分公司一队的职工。30
年来，作为“农垦二代”，他以大国工匠的
崇高精神和高尚的品格鞭策自己，用技
术创新和科技发明为农民解决实实在在
的生产难题。他是乡亲们眼里的能人，
是农民身边的“土专家”。

只有高中文化的孙元国打小喜欢
“鼓捣”机械，怎样才能让在土地里“刨
食”的父辈们在农作时省时、省力？是他
走上研发之路的初心。

刚进厂当学徒工时，每月一发工资，
孙元国就到废品店收购废旧车床、钻机、
切割机和配件等，午休时间缠着有经验
的老师傅讲解图纸，找机械方面的书籍
研究，把有用的技术知识点抄写在本子
上，潜心琢磨。几年下来，从钣金工到钳
工、车工、打磨工，他掌握了车间所有工
种的基本操作技能。

90年代初，孙元国将原来进口叶尼

赛轮式收割机改装成半链轨，解决了秋
收时秋涝陷车的难题，这给了他发明创
新的信心和动力。

2013年，孙元国创立了内蒙古莫旗
甘河农场植保装备研究所，正式开始农
业适用型机械的研发、试验及推广工
作。他组织团队，自筹资金，自费考察，
经过一年的反复修改、试验，设计出第一
台自由式多功能高杆作物植保机，一天
可作业3000亩，是普通喷雾机作业的6
倍，获得2项国家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综合经济效益提高10-15%，每亩可
增收200-400元。

对于孙元国来说，发明创新的各种
机具能得到推广和使用，让他觉着自己
的工作更有价值、更有意义。2016年，
他相继研发的转盘扫地机、滚刷式扫地
机、全液压式滚刷扫地机、清雪机、三轴
式滚轮破冰机，让农村道路除冰、清雪及
倾倒垃圾走向机械化，加快了美丽乡村
建设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2017年，多功能青储饲料回收机测
试成功，该发明属于国内首创，获得2项

国家专利；废弃玉米堆回收青储机申报
2项国家专利，每亩可增加效益200元，
每年增加本地区年收入 2000 万元以
上。2018年研制可收获菇茑、大枣和沙
棘果等多种落地果实的多功能气吸式果
实收获机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2020年研发的便携式喷药灌和除冰机
正在申报国家专利。

“这个孙大能人，成了发明家不忘
本，他是当地农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科
技带路人。”甘河农牧场公司总经理李建
平这样评价孙元国。

孙元国的研发成果成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助推器”，当地农民给孙元
国的团队起了个很亲切的名字，叫“科技
小分队”。5年来，小分队免费为金海
波、杜钢柱、敖立清等贫困户提供多功能
植保机田间作业机械服务超过3100亩，
为巴彦街村实施农作物喷施农药、玉米
追肥2100亩；莫旗地区发生虫灾，他带
着3台多功能高杆作物植保机实施救灾
作业3000余亩，挽救直接经济损失200
万元。为了让贫困户掌握致富的技能，

小分队承担200余户贫困户的农技指导
和帮扶，义务为当地农民提供农机操作、
植保等多项技能的就业培训。无论田间
地头，还是村口炕头，都留下了孙元国和
他的“科技小分队”的身影。

“孙专家帮咱脱了贫，住进120平方
米的新房子，还打了深水井，吃水不能忘
挖井人呢！”巴彦鄂温克民族乡振兴村贫
困户向秀彪总是这样对家人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孙元国的技
术创新研发成果获国家专利4项，正在申
报国家专利3项，他的研究所被授予“职
工创新工作室”，他个人先后获得“创业致
富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
章”、国家“精准扶贫先进个人”等殊荣。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取得技术创
新和经济效益双成果，用我的发明创新
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孙
元国说。

黑土地走出的农垦发明家

□本报记者 于涛 巴依斯古楞
王皓 尤琨 怀特乌勒斯
毕力格巴特尔

从呼和浩特出发，驱车 800 多公
里，沿途的风景让你的目光不忍错
过，哪怕是一秒的时间。内心充满着
留驻其间与不敢耽搁的复杂心理交
织，这就是我们内蒙古日报社草原客
户端“迎北京冬奥 穿越森林草原 探
秘冰雪世界”行动穿越锡林郭勒大草
原报道组的切身感受。

当车辆渐渐驶入西乌珠穆沁旗境内，
“西乌珠穆沁欢迎您”的标识牌赫然映入
眼帘。“锡林郭勒真的好美，我对咱们在西
乌珠穆沁旗的采访充满了期待。”第一次
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采访的报道组成员
王皓被该旗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而打
造的冰雕所深深吸引，脱口而出。

无垠的雪原、驰骋的马群、好客
的牧民……这就是西乌珠穆沁旗的
冬天。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致富奔小康的
牧民阿拉腾巴特尔，夫妻二人跟随牧区
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通过产业带动积极
发展畜牧养殖，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成
为旗里有名的小康牧户。

现如今，阿拉腾巴特尔一家拥有
100头牛、100匹马、60只山羊。“是党
的好政策，让我们牧民的生活越来越
好，盖上了二层小楼，收入也提高
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更幸福。”面
对镜头，阿拉腾巴特尔规划着新一年
的发展。

万物皆有灵。这里也是我们与对
盘旋的无人机充满好奇的小赤鹿的“初
相见”。

“这个小家伙就居住在离我家不远
的保护区内，每年这个季节它都会来到
我们家里。”阿拉腾巴特尔兴致浓浓地
介绍起这位家中“常客”。“我们会喂它
些草料，从它很小的时候到现在都是如
此。”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西乌珠
穆沁旗现有大鸨、草原雕、红隼等多种
野生动物，全旗67.86%的旗域面积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人与自然最理想的关
系被完美诠释。

“相信阿拉腾巴特尔‘邻居的朋友
圈’会越来越广。”同行的摄影记者怀特
乌勒斯赞叹道。

同样地，我们也在锡林郭勒盟西乌

珠穆沁旗“2022·燃情冰雪 共迎冬奥”
嘉年华上着实体验了一把冰雪运动的
快乐。

冰上足球、旱冰花滑、雪地拔河、冰
上陀螺……嘉年华上，一项项活动点燃
了大家参与的热情。

“我爱冰雪，我为2022年北京冬奥
会加油！”孩子们的呐喊声被镜头记录
下来。

立足“冷资源”激发“热经济”。近
年来，西乌珠穆沁旗推广普及冰雪运
动，全力打造银色西乌珠穆沁冰雪赛事
和文化旅游品牌。

一路行进，其间的新闻故事不胜
枚举，共同串起了我们穿越锡林郭勒
大草原报道组在西乌珠穆沁旗采访
的行程。

辞一抹冬日晚霞，迎清晨一缕微
光，捧一杯热腾奶茶，吟一曲悠然牧
歌……回归纯真，纵马草原，放歌锡林
郭勒。

“越冷越热情！”果然，此间冬景不
寻常。

西乌珠穆沁冬景不寻常西乌珠穆沁冬景不寻常

北疆工匠

记者与小羊的亲密接触记者与小羊的亲密接触。。

阿拉腾巴特尔妻子和女儿在读书阿拉腾巴特尔妻子和女儿在读书。。

雪原上的马儿雪原上的马儿。。

本报1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王
坤）1月12日，记者从自治区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1年，自
治区发改委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不断改
善养老机构基础设施条件，争取中央预
算内投资1.7亿元支持10个养老机构建
设，新增养老床位2418张。

据介绍，我区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
社会以来，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
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区常住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475.72 万人，占总
人口的19.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增长速
度快、地区差异大、工作任务重等特点，
同时失能化、空巢化等问题交织出现。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 60岁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而我区在养老保障、健康服
务、友好环境建设等方面还存在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老龄事业发展的压
力依然较大。

为此，自治区发改委不断健全老龄
事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牵头起草的
《内蒙古自治区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
发展的实施方案》《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
实施标准》已经印发实施，组织各盟市编
制了《“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等系列
政策措施，不断提高为老服务水平、构建
老年友好社会、实现老龄事业和产业协
同发展。通过城市政府和企业双方签订
合作协议，增加普惠性养老床位有效供
给。推动成立了由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组长的自治区“一老一小”人口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建立了由
28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自治区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工作厅际联
席会议制度，制定印发《重点任务清单》，
提出9个方面48项重点工作任务，切实
保障老年人生活便利。将赤峰市、锡林
浩特市、五原县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重点联系城市上报国家，探索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经验。

2021年我区新增
养老床位2418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