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王欣冤9 月 28 日袁自治区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野内蒙古工会工作十
年成就回望冶新闻发布会遥 邀请自治区总工
会领导进行发布袁并回答记者提问遥
这十年袁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

党话尧矢志不渝跟党走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培根铸魂遥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线袁 深入开展有形有感有效的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活动袁服务职工 2300万人次袁广大
职工的精神文化家园更加亮丽多姿遥

这十年袁 团结动员职工建功新时代尧奋
进新征程袁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充分彰显遥
构建起工会牵头抓总尧 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的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遥 支持包头市打造
全区第一个野工匠之都冶袁与职业教育院校
合作共建 6 所内蒙古工匠学院遥 开展农牧
民工野求学圆梦行动冶袁帮助 1.4 万名农牧民
工提升学历水平遥

这十年袁 架起连心桥尧 当好稳压器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共赢促稳遥 推动出台叶和谐

劳动关系单位评价规范曳袁将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纳入各盟市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目
标袁全区共认定和谐劳动关系单位 2138家尧
工业园区 23 个曰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5362
件袁 为 29170 名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1.85 亿
元遥

这十年袁 倾情办实事尧 当好娘家人袁职
工生活品质不断提升遥 举全会之力帮扶困
难职工袁 筹集使用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专项
帮扶资金 7.49亿元袁工会建档立卡的 56171

户困难职工家庭如期实现解困脱困遥 开展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袁 累计发放补助金
1.13亿元袁13万人次受益遥

这十年袁 强力增三性尧 密切血肉情袁工
会改革走深走实遥 落地落实 42项工会改革
措施曰 培训各级工会干部超过 15 万人次袁
12 个盟市尧78 个旗县渊市尧区冤工会主席实
现高配袁 全区三级地方工会共配备兼职副
主席 188 名袁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尧基层一线
职工代表进入各级工会领导班子遥

凝聚职工奋斗伟力 助力打造亮丽北疆
要要要 细数内蒙古工会工作十年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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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乐 通讯员 王玮冤近日袁
中国银行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签署 叶野十四
五冶 战略合作协议曳叶绿色金融专项合作协
议曳遥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尧 副行长王志
恒袁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民尧总会计师陈西
出席签约仪式并举行会谈遥

刘连舸欢迎钱智民一行来访袁并感谢国
家电投对中行的信任与支持遥 他表示袁双方
在责任使命与发展理念上高度契合袁在清洁
能源产融尧国际化业务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合
作成果遥 希望双方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袁
共同践行野双碳冶目标袁进一步在清洁能源及

新兴产业等领域强化协同袁探索在全球清洁
能源发展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尧数字化方面
的创新合作袁实现强强联合袁推动我国能源
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钱智民回顾了双方合作渊源袁高度肯定
中行的服务质效袁并详细介绍了国家电投发
展战略和全球化布局遥 他表示袁希望双方在
绿色金融方面建立专项合作机制袁以清洁能
源为基础袁在氢能尧储能尧综合智慧能源等新
兴产业进一步加深创新合作袁探索境内外碳
金融合作尧野一带一路冶新能源项目跨境人民
币合作等袁共同开创银企合作新局面袁引领

能源产业变革浪潮遥
国家电投于 2015年由原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重组成立袁是目前
全球光伏装机尧新能源装机和可再生能源装
机最大的企业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居我国五
大发电集团之首遥

中行与国家电投签署《“十四五”战略合作协议》《绿色金融专项合作协议》

同框合影 喜迎国庆

休刊启事
本报社决定 2022年国庆节期间休

刊四期袁具体安排时间如下院
2022年 10月 4日渊星期二冤尧2022

年 10月 5日渊星期三冤尧2022年 10月 6
日渊星期四冤尧2022年 10 月 7 日渊星期
五冤休刊遥 2022年 10月 11日渊星期二冤
正常出版遥

内蒙古法制报社
2022年 9月 30日

聚焦会晤共识
深化务实合作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9月 27日袁由中蒙俄
智库合作中心渊联盟冤主办尧中国内蒙古自治
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轮值承办的 野中蒙俄智
库国际论坛 2022年会冶袁 以视频会议形式在
呼和浩特举办遥

据了解袁本届论坛是野中蒙俄智库国际论
坛冶第七届年会遥 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作为中
蒙俄三方合作框架下重要机制袁 是促进三边
合作尧 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合作
交流平台袁也是服务中国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与
蒙古国野草原之路冶倡议尧俄罗斯欧亚经济联
盟对接合作的重要智力支撑遥 本届论坛以

野聚焦中俄蒙会晤共识 深化三方务实合作冶为
主题袁围绕野深化中蒙俄新能源尧农业发展务
实合作冶野加强中蒙俄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冶等
议题展开研讨袁 为深化中蒙俄三方务实合作
贡献智慧和力量遥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袁 中蒙俄三方合作具
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遥 近年来袁三国
就落实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已达成共识袁积
极推动毗邻地区各领域务实合作袁 取得了明
显成效遥 面向未来袁三方要深入贯彻落实中俄
蒙元首第六次会晤共识袁保持交往热度袁并不
断拓展合作新领域尧新空间遥

开展反腐倡廉巡讲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呼伦贝尔讯 近日袁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邀
请呼伦贝尔市委党校教授袁 为司法行政干警
开展反腐倡廉专题讲座遥

巡讲以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袁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冶为题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围绕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尧 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战略部署尧当前反腐败的特点尧加
强学习拒腐防变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讲解袁整
个巡讲主题鲜明尧内容丰富尧见解深刻尧阐述
透彻袁 使全体司法行政干警对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有了更加深刻
的理解和认识遥

广大司法行政干警纷纷表示袁 将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尧 自治区党委和呼伦贝尔市委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部署要求袁坚定理想信念袁
加强党性修养袁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袁始终紧绷
纪律之弦袁认真落实应尽之责袁深入巩固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与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袁 努力打
造素质过硬的司法行政队伍和清正廉明的机
关政治生态遥 渊自治区司法厅供稿冤

本报讯渊记者 袁雪英冤9 月 26 日袁由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尧自治区文明办尧自治区妇
联尧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尧呼和浩特市文明
办尧呼和浩特市妇联共同主办的野喜迎二十
大窑奋进新征程冶要要要首府地区巾帼志愿服
务联盟成立暨我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志愿服
务活动在呼和浩特草原丝绸之路公园举行遥

当天袁自治区妇联尧呼市妇联联合开展
野民族团结一家亲尧巾帼情暖夕阳红 冶我为妇
女儿童办实事系列活动袁为呼市地区的养老
机构尧困境妇女尧春蕾女童捐赠价值 22万余
元的款物遥

据悉袁首府地区巾帼志愿服务联盟和呼
市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成立袁旨在将内蒙古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尧女企业家协会尧女企业
家商会等 40家女性社会团体更好地联合起
来袁引领更多热衷于奉献尧富有爱心的社会
人士投身公益袁广泛深入开展为广大妇女儿
童送理论尧送科技尧送技能尧送家教尧送法律尧
送关怀尧送温暖尧送服务等情洒北疆窑我为妇
女儿童办实事野十送冶活动遥

“巾帼志愿红”扮靓金秋青城

本报讯渊记者 刘琪冤9月 28 日袁我区青
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呼
和浩特举行袁来自全区各盟市的 140余名会
员代表参会遥

此次会议旨在贯彻落实自治区民营经
济发展大会精神袁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企业家

围绕自治区党政中心大局袁汇聚青年企业家
合力袁全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袁在内
蒙古共青团的引领下袁 唱响 野热爱内蒙古尧
建设内蒙古要要要我为北疆添光彩冶 青春旋
律遥

据了解袁依照叶内蒙古自治区青年企业

家协会章程曳袁 本次换届后袁 协会规模达到
400余人袁广泛吸纳了区内优秀青年企业家尧
乡村企业家尧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尧青年创
业者等青年群体袁有效覆盖了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多领域尧多行业产业链上中下
游企业遥

自治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渊记者 赵芳冤9月 28 日袁记者从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叶内蒙古自治
区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渊2022-2024年冤曳渊以下简称 叶实施方案曳冤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袁2022年至 2024年袁自治区
将实现全区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2.4万人遥
保障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 野零就业冶残
疾人家庭至少 1人就业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和实用技术培训 3万人次遥

叶实施方案曳提出袁2022年至 2024年袁自治
区将通过机关尧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
行动尧国有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尧民营企
业助力残疾人就业行动尧残疾人组织助力残疾
人就业行动等十项行动袁促进残疾人就业遥

叶实施方案曳提出袁各地每年要集中组织
开展 1至 2次国有企业助残就业专场招聘活
动袁民营企业落实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在职
职工 1.5%比例的用人单位免收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和其他奖补尧 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遥
针对残疾人大学生要建立野一人一策冶就业
服务台账袁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尧岗位
推介尧技能培训和举办专场招聘会等服务遥

叶实施方案曳明确了组织尧政策尧信息尧资
金等六个方面的保障条件袁同时还明确了发
改尧教育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 22个部门
和单位的工作职责袁确保叶实施方案曳助残就
业行动落地见效遥

我区 2024年将实现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2.4万人

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3周年袁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袁
首府呼和浩特的大街
小巷国旗飘飘袁 到处
洋溢着节日的氛围遥 9
月 27日袁武警内蒙古
总队医院官兵与国旗
同框合影袁 祝愿伟大
的祖国繁荣昌盛遥 他
们挥舞着国旗袁 表达
祝福之心袁 诠释爱国
之情袁 用奋进的姿态
向祖国母亲献上生日
祝福遥

袁雪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