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讯 2022以来袁呼和浩特海关
全面推动野全员打私冶袁强化多警种合成作战袁
积极构建打击走私综合治理新格局袁 始终保
持打击走私高压态势袁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
展的打击走私野国门利剑 2022冶联合专项行
动袁打私工作取得丰硕战果遥
据悉袁 呼和浩特海关全年共立案侦办走

私犯罪刑事案件 47起袁案值 2968.5万元曰共
查办行政案件 204起袁案值 9002万元袁查获
毒品尧枪支尧油菜籽尧雪茄烟等走私商品袁有力
遏制了走私犯罪势头遥 野国门利剑 2022冶联合
专项行动袁重点针对毒品尧枪支尧洋垃圾等突
出走私问题全力实施专项打击遥

严厉打击毒品走私遥 共侦办走私毒品

案件 34起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48人袁查办走私
毒品行政案件 5起袁查获咖啡因胶囊/片 6.43
万粒尧咖啡因粉末 1.13千克尧咖啡因溶液 1.2
千克尧冰毒 1.8克尧安纳咖 2.2千克尧安钠咖半
成品 2.9千克尧罂粟制品 50克尧制毒辅料苯
甲酸钠 10余千克遥 其中袁2起毒品走私案件
列入公安部禁毒局目标案件和海关总署缉私
局挂牌督办案件遥 同步加大对毒品走私及关
联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袁 首次办理利用走私
毒品对女性实施迷奸犯罪案件遥

严厉打击枪支走私遥 侦办走私枪支案件
6起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11人袁查扣各类疑似
枪支 19支尧枪支配件 1万余件袁捣毁 1个枪
支改造窝点遥 在打击走私武器弹药犯罪的同

时袁联合地方公安机关袁对犯罪嫌疑人制造尧
销售武器等违法行为一并进行查办袁 一并移
交起诉袁 有力清除了枪支弹药流散社会风险
隐患遥

严厉打击洋垃圾尧动物制品走私遥破获走
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案 1起曰 查办违
规运输废旧轮胎尧骨废料尧不合格煤炭行政案
件 4起曰查办违规携带红珊瑚尧狼牙尧牛瓣胃
等动物制品案 19起遥

严厉打击涉税走私遥 侦办走私普通货物
案 6起袁 查获走私油菜籽 1232.9 吨袁 案值
340.5万元曰走私雪茄烟 8958支袁案值 2416.6
万元遥此外袁查办 3起出口申报不实可能影响
出口退税行政案件遥 渊呼和浩特海关供稿冤

打击走私“国门利剑 2022”联合专项行动取得丰硕战果

通辽讯 近年来袁 通辽市司法局多措并
举持续推进以公职律师工作野小支点冶撬动法
治通辽建设野大格局冶袁全面助推法治通辽建
设袁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强化统筹袁 将公职律师工作放在全面依
法治市的政治高度进行野顶层谋划冶遥 按照自
治区司法厅 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
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
的通知曳文件精神袁通辽市司法局结合地区实
际袁拟定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
问和公职律师工作的贯彻实施意见曳 的通知
渊征求意见稿冤袁 对目标任务及相关程序进行
了进一步明确细化袁 将全市普遍设立法律顾
问范围延伸至嘎查村一级遥

多措并举袁 将公职律师工作放在司法行
政工作的重要位置进行野加速推进冶遥 一是摸
底调研袁掌握底数遥 2020年以来袁分别以市委
依法治市办名义对全市公职律师人员情况进
行了 3轮调查摸底袁 精准掌握公职律师工作
现状尧职责范围尧待遇尧经费保障等情况袁为筹
划推进工作打好基础遥二是明确目标袁规划路
径遥要求市尧旗尧苏木渊镇冤尧嘎查村 4级党政机

关于 2022年底前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袁要求
已经配备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且
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党政机关在

2022年底前全部设立公职律师袁市尧旗两级
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 2022年底前公
职律师工作覆盖率达到 70%和 50%袁野十四
五冶 期间实现市尧 旗两级公职律师工作全覆
盖遥三是夯实责任袁强化保障遥通辽市司法局
建立统计通报制度袁通过采取检查尧通报等多
种手段加大督导力度袁大力加快推进速度遥加
强经费保障袁 推动将法律顾问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袁采取政府购买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袁根
据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合理确定外聘法律顾问
报酬袁 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
用房尧设备尧资料等保障遥四是强化指导袁规范
运行遥 通辽市律师协会加强对公职律师会员

的管理和服务袁 建立统一职前培训和分类培
训制度袁加强实务训练袁提高培训质效袁保障
公职律师参加专业培训袁 将公职律师纳入人
才培养规划和专项人才库袁 开展对公职律师
的履职情况考核袁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遥五
是协同发力袁构建体系遥将党政机关法律顾问
工作和公职律师工作连年列为年度司法行政
重点工作袁 作为构建全覆盖法律顾问体系的
一个重要方面袁同企业法律顾问尧嘎查村渊居冤
法律顾问共同构建起全市法律顾问体系架
构遥六是加大宣传袁营造氛围遥采取多种形式袁
广泛宣传公职律师工作的总体要求尧 目标任
务尧工作举措尧法律顾问制度及公职律师工作
对提高各级党政机关依法执政尧 依法行政的
重大意义遥

渊自治区司法厅供稿冤

通辽市司法局：以“小支点”撬动法治建设“大格局”

“六个着力”落实落细
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2月 6日袁巴彦淖尔
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召开遥 会议总结了去年全
市政法工作袁分析了当前形势任务袁安排部署
了今年工作遥 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书记庞辉出
席会议并讲话遥

会议指出袁2022年袁巴彦淖尔市政法系统
紧紧围绕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条主线袁忠诚履职尧攻坚
克难袁各项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袁党的绝对领导
不断强化袁安全稳定局面持续巩固袁平安建设
工作成效显著袁法治服务保障能力有效提升袁
政法队伍建设持续加强遥

会议强调袁2023年袁巴彦淖尔市政法系统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全面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袁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
对指导袁认真落实党中央尧自治区党委政法工
作会议精神袁围绕野四个区冶野两个基地尧四个
集群冶的目标定位袁实施九个专项行动袁全力
以赴做好防风险尧保安全尧护稳定尧促发展各
项工作遥

会议要求袁 巴彦淖尔市政法系统要始终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袁 着力维护国
家安全社会稳定尧 着力提高法治服务保障水
平尧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尧着力提升执
法司法质效尧着力打好信访攻坚战尧着力加强
政法队伍建设袁 全力推进巴彦淖尔政法工作
现代化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袁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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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刘琪冤2月 7日上午袁记者
从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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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发布的第三
场要要要野推动工业调整优化升级冶专场发布会
获悉袁自治区出台的 2023年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政策清单中袁 支持工业调整优化升级政
策多达 45条袁这些政策针对性强尧含金量高袁
自治区安排 25亿元专项资金来兑现遥
高端化发展方面遥 高标准培育绿色农畜

产品加工尧现代装备制造尧新型化工尧新材料尧
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集群袁 对投资的先进
制造业集群尧 优势特色产业链的工艺设备更
新尧新产品开发等技术改造项目袁按照实际完

成投资额的 20%给予补助遥 支持高危尧高强度
生产环节野机器换人冶袁按照工业机器人购置
费用的 20%给予补助遥 对当年投产的先进制
造业集群尧优势特色产业链野延链补链强链冶
项目袁 按贷款实际利息的 30%给予一年贴息
补助遥

智能化发展方面遥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袁推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袁对 5G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项目袁
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的 20%给予补助遥 对设
备上云上平台的企业按照实际费用的 20%给
予补助曰对首版次软件袁按实际销售额的 20%

给予补助曰 对企业新开发的工业软件 (工业
APP)袁按照研发投入金额的 20%给予补助遥
绿色化发展方面遥 加快过剩低效产能退

出袁对创建成为国家级尧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尧
绿色产品尧绿色供应链的企业给予定额奖励曰
对高耗能尧 高耗水行业认定一批能效领跑者
企业尧水效领跑者企业袁并给予定额奖励曰对
低碳园区尧零碳示范园区袁根据新增可再生能
源消纳对应的能耗量给予奖补遥

创新发展方面遥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袁推动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袁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遥对新创国家级尧自治区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袁对新认定为国家级尧自治区级

工业设计中心袁 对新认定的自治区级企业技
术中心袁对新认定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尧
全国野质量标杆冶企业袁给予一次性研发经费
补助遥

市场主体培育方面遥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袁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格局遥对新认
定的国家级尧 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给予一次资金奖补遥 对自治区认定的创新
型中小企业尧野专精特新冶 中小企业和 野小巨
人冶企业袁给予一次性奖励遥 对自治区评定的
工业技改投资先进企业尧科技创新先进企业尧
节能降耗先进企业尧 数字化应用先进企业尧
野专精特新冶先进企业袁给予一次性奖励遥

45条专项政策 25亿元专项资金

我区加快工业调整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元宵佳节我在岗 口岸一线执勤忙

中国银行荣获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
ESG报告大奖

本报讯渊记者 杨乐 通讯员 王玮冤近日袁
在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举办的 野2022最佳年报
奖冶 评选中袁叶中国银行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渊环境尧社会尧治理冤曳荣获野环境尧社会及管治
资料报告卓越奖冶遥 中国银行也是唯一获奖的
内地大型商业银行遥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渊HKMA冤成立于 1960
年袁 是一家致力于促进中国香港及周边地区
工商界管理水平的非盈利专业组织袁 现拥有
约 1.3万名个人会员及 500家企业会员单位遥
随着野环境尧社会尧治理冶渊ESG冤理念在全球范
围内的快速发展袁协会于 2021年起设立包括
野环境尧社会及管治资料报告卓越奖冶在内的
多项 ESG奖项袁 授予在相关领域表现出色的
企业和机构遥

中国银行是最早系统披露年度企业社会
责任表现的内地金融机构袁 已连续 15年发布
专业化社会责任报告遥 近年来袁中国银行持续
强化 ESG管理袁 将 ESG理念全面融入集团经
营发展袁不断优化社会责任履责与 ESG信息披
露遥 2022年 3月发布的叶中国银行 2021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渊环境尧社会尧治理冤曳作为中国银行
首份 ESG报告袁专业系统收录 ESG内容袁向各
界全面介绍中银集团践行社会责任尧推动 ESG
发展的相关情况袁发布以来受到了多方肯定遥

2023 年 2 月 5 日
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袁 二连浩特口岸迎来
了货物通关高峰袁 驻守
在国门口岸一线的内蒙
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执勤民警始终坚守执勤
岗位袁 针对大型通关货
物推出 野快速通关冶野预
约通关冶等便利化措施袁
最大限度提升口岸通关
效率袁 全力推动外贸保
稳提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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