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府积极开展
节后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丹冤为强化春节后复
工复产安全管理袁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有序袁近日袁呼和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协同专
家检查组深入辖区危化生产企业袁 开展节
后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袁 严防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遥

检查组先后来到呼和浩特旭阳中燃能
源有限公司尧 和林格尔奥伯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检查袁针对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袁要求
企业立即落实整改遥

野巡查是动态的也是静态的袁在人员定
位管理中袁一定要加大巡查力度袁保证生产
安全遥 冶检查组工作人员一再嘱咐企业负责
人遥在呼和浩特旭阳中燃能源有限公司袁检
查人员认真查阅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尧
设备检修记录尧员工教育培训记录尧隐患排
查整改台账等资料袁 并深入生产场所重点
检查企业安全风险辨识尧特殊作业管理尧设
备设施运转等状况遥
春节假期过后袁企业迎来复工复产高

峰袁是事故易发高发时段遥检查组提出袁企
业要高度重视节后安全生产工作袁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袁及时开展节后野收心冶教育 袁
掌握员工思想动态袁做好岗前安全教育培
训和技术交底袁熟知岗位安全风险和操作
技能 ;加强设备管理和隐患排查 袁落实各
项安全措施袁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遥

赋能五大任务
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本报讯 渊记者 杨乐 通讯员 王玮冤中国
银行内蒙古分行立足自身优势袁 主动作为袁
围绕 5大任务积极提供金融服务遥

2022 年袁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实施了
野对外贸易保稳提质行动方案冶袁上线野蒙采
通冶系统袁实现自治区首笔市场采购外贸新
业态业务落地曰作为外汇自律机制牵头行袁
推动全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
策成功试点袁作为首家试点银行袁业务已推
广覆盖全区 8 个盟市袁 叙做便利化业务超
5 亿美元遥
过去 3 年袁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在新

能源建设领域袁 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200 亿
元遥 2022 年成功实现了新能源投放的倍增
计划袁新能源贷款的余额突破 120 亿元遥中
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运用碳减排和煤炭
清洁利用两项人民银行再贷款政策工具袁
累计实现投放 94 亿元袁为自治区新能源基
地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中国银行一直关注中蒙跨境合作区建
设进程袁如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袁今年有可
能实现封关运行遥那么袁中国银行将在第一
时间启动合作区内分支机构的建设工作袁
为区内企业提供良好金融服务袁 助力自治
区向北开放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遥 中国银
行内蒙古分行副行长代兴军说袁 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袁 中国银行内蒙分行将继续与中
国银行乌兰巴托代表处加强联动袁 为中蒙
企业贸易尧 投资和人员交流提供最便捷的
跨境金融服务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雅妮冤2 月 3 日上午袁
叶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坚持稳中快进稳中
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曳野推
进农牧业优质高效转型冶 专场新闻发布会
在呼和浩特召开遥

叶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坚持稳中快进
稳中优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曳
中袁就推进野农牧业优质高效转型冶作为重
要板块列出 16 条政策清单遥自治区农牧厅
副厅长恩和特布沁介绍袁今年袁推进野农牧
业优质高效转型冶 的重点是抓好 野一力一
链两个行动冶遥

野一力冶指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遥 今

年袁自治区将深度围绕野藏粮于地尧藏粮于
技冶战略袁从野扩大数量尧提高质量尧增加产
量冶上发力袁安排 110 亿元农业生产发展等
资金袁 进行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实施行动袁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袁 通过增强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袁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 亿亩以上袁产量稳定在 780 亿斤左右遥

野一链冶 指推进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遥
今年袁 自治区将安排 40 亿元以上资金袁支
持建设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袁实
施肉牛尧肉羊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袁鼓
励就地新建改建大型屠宰项目袁 配套建设
畜禽产品精细分割 尧 冷链加工及配送体

系遥 同时袁支持皮革尧羊毛产业发展袁支持
建立农牧业品牌目录 袁 鼓励开展绿色食
品尧 有机农产品认证袁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
品袁 推动 野蒙冶 字标认证等一系列措施落
地遥

野两个行动冶分别是种业振兴行动和奶
业振兴行动遥 今年 袁 自治区将继续安排
9000 万元资金袁支持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尧良种化水平提升尧优势特色品种培育 3
大工程遥 同时袁 开展种业科技创新重大示
范工程袁安排 1 亿元资金袁继续对草种业尧
奶牛尧肉牛尧肉羊尧马铃薯 5 个优势产业和
杂粮尧蔬菜尧向日葵尧甜菜等产业实施的 14

个项目进行滚动支持 曰 在奶业振兴行动
中袁自治区将继续聚焦野奶源冶野牛源冶野草
源冶袁增加优质奶源供应袁鼓励新建规模化
奶牛养殖场袁 推动优质奶牛扩群增量袁对
2021 年以后建成的 3000 头规模化养殖场袁
依据新增奶牛存栏数量给予补贴袁 实施支
持奶畜养殖场和奶农合作社饲料收储尧鼓
励扩大苜蓿草种植面积等措施遥

据介绍袁 自治区将通过推进农牧业全
产业链发展袁 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袁 千方百计推动产业链往下游延伸袁
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袁 培育更多百亿级尧
千亿级的规模化产业集群遥

乌兰察布讯 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袁
切实提升农民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袁努力营造和谐稳
定的社会氛围袁近日袁乌兰察布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深入白海子镇土城子村开展

野法援惠民生尧助力农民工冶公益法律服务
宣传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工作人员发放了 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曳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曳
叶法律援助指南曳叶法治进农村曳 等普法资
料及活动用品袁共计 1300 余份袁现场解答
法律咨询 50 余人次遥
内蒙古幸黎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刚受

邀主讲袁他运用深入浅出尧通俗易懂的语

言袁针对农民工普遍关心的工伤尧劳动报
酬尧劳动合同尧法律援助等问题袁向农民工
讲解了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曳叶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曳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曳中与他们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知识袁并详细解答了
农民工提出的各类问题遥

此次宣传活动袁通过野近距离冶普法 袁

野面对面冶答疑的方式袁多方位尧多途径为
农民工提供普法尧法律咨询尧法律维权等
法律援助服务袁 增强了农民工的法治理
念袁提高了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利的意识袁 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
力袁为尊重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与营造
良好的用工环境奠定了基础遥

渊自治区司法厅供稿冤

开展公益法律服务 营造良好用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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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紧抓“一力一链两个行动”推进农牧业优质高效转型

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

呼和浩特讯 2月 4日袁 自治区司法厅党
委委员尧副厅长尧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尧局长
牛芳泽一行到伊金霍洛监狱尧 鄂尔多斯监狱
调研指导工作遥

牛芳泽一行深入伊金霍洛监狱袁 对服刑
人员亲属会见工作尧监狱内部管理尧服刑人员
生活和医疗保障等工作进行调研指导遥

牛芳泽强调袁 监狱党委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袁强化责任意识袁严格落实好各项监管
安全制度和措施袁 全力确保监狱持续安全稳

定遥
牛芳泽一行深入鄂尔多斯监狱实地查看

了应急指挥中心尧服刑人员监舍尧习艺车间尧
医院等场所袁对监狱信息化建设尧安防设施运
行尧劳动工具管理尧医疗及后勤保障等工作进
行详细了解袁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遥

座谈会上袁 牛芳泽对鄂尔多斯监狱各项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袁 并针对影
响监狱安全稳定和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问题
提出了解决思路和指导性意见遥

牛芳泽指出袁 鄂尔多斯监狱要持续努
力袁全面加强与武警部队尧属地公安局尧司法
局等单位的沟通协作袁把维护监管安全作为
首要任务袁切实筑牢监狱安全稳定防线遥 加
强监狱内部管理袁补短板强弱项袁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袁 深入推进监狱执法规范化建设袁
提高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效袁增强综合保障
能力袁提升监狱信息化水平袁推动监狱工作
高质量发展遥

渊自治区司法厅供稿冤

提升教育改造质效 筑牢监管安全防线

为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日前袁武警呼和浩特支队开展野学习二十大尧奋进新征程冶学习活动袁通过原文品读尧感悟
共享等形式袁教育引导官兵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建功本职的实际行动袁牢记职责使命袁振奋精神状态袁为确保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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