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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僧庙国土资源所

清理十家违法污染小企业
◇全媒体记者 王惠
本报讯 近日，乌海市海南区拉僧
庙镇政府按照中共海南区委员会制定
的 《海南区依法打击取缔无证照非法
企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南
党办发[2017]26 号）的要求开展工作。

此项 工 作 由 海 南 区 拉 僧 庙 镇 政 府 牵
头，海南国土资源分局拉僧庙国土所、
海南区环保局等部门配合。
此次联合执法是为了切实履行属
地监管职责， 拉僧庙国土资源所对发
现的无证照非法企业私自恢复生产或
新增无证照非法企业及时通报有关部

门， 并继续做好辖区内依法打击取缔
无证照非法企业日常监管工作， 不断
巩固打击取缔无证照非法企业成果，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杜绝无证照非法
企业私自恢复生产或新增无证照非法
企业现象的发生。

新地国土资源所整顿清理千钢南河槽内违法沙厂

◇全媒体记者 王惠 通讯员 王喜刚

本报讯 近日，乌海市国土资源局
海勃湾分局新地所共同执法， 对千钢
南河槽无证沙场违法开采行为进行了
实地调研。 在现场发现有沙厂正在安
装设备， 新地所工作人员立即制止该

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通知书》，并先行登记保存了现场施工
设备一台。
在实地查看过程中发现， 还有个
别沙场未拆除设备及建筑物。 该分局
现场组织调来铲车， 将未拆除的违法
开采设备及建筑物全部拆除， 工作人

员对拆除现场进行拍照、摄影取证，并
告知负责人三日内清理完毕， 撤离现
场。
新地所将对该地区加大执法巡查
力度， 坚决制止千钢南河槽违法开采
行为。

乌海市环境保护局
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媒体记者 金树泉 通讯员 赵晓坤

本报讯 乌 海 市 环 境 保 护 局于 近
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 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安排部署宣传
贯彻落实工作。
党的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是一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
大会， 是党的奋斗历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和划时代意义的盛会。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 是全市环保干部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要充分认
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
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
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战略的部署； 迅速掀
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全
体党员干部和全体干部职工要按照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 认真学习

十九大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坚决扛起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加快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解决大气、
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着力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力度， 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
机制， 扎扎实实地做好全市环境保护
各项工作， 为建设生态绿色乌海做出
贡献。

乌海市开展律师公证行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宣讲会

◇全媒体记者 夏瑞婷 通讯员 李璟 樊丽

本报讯 近日， 乌海市举办律师公
证行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
宣讲会，全市律师、公证员 130 余人参
加了此次会议。 乌海市司法局副调研
员史彦林出席会议并做讲话。
会上， 史彦林宣传布置并解读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深刻认识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全面
系统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牢牢把握党的十九大主题、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
位和丰富内涵、 过去 5 年的历史性成
就和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 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的战略部署、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等方面核心要义，真正做到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 用于指导当前和今后各项
工作。 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
结合律师工作实际深学笃用、 融会贯
通，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全市律师

行业和律师工作中落地生根、 开花结
果，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
法律服务。 要切实加强律师公证行业
建设，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员的职能作
用，不断提高律师、公证员服务工作水
平。 要坚持党对律师公证工作的领导，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充分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强化律师执业管理。 要
充分发挥律师、 公证员在经济社会发
展和全面依法治市中的重要作用，提
供优质法律服务。 要大力加强律师公
证行业党的建设，努力提升律师、公证
员的的整体素质。

开展执法评议考核 践行依法行政
◇全媒体记者 王惠 通讯员 王梦娜
本报讯 近日，乌海公路路政执法
监察支队对下属三个大队开展依法行
政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此次考核采

取案卷评查、 综合评分等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针对大队各类行政执法案卷
进行考核，主要内容包括监察日志、整
改意见书、整改落实情况、相关证据等
内容。

通过此次考核， 进一步提高了一
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水平， 促进依法
行政， 有力推动法治建设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

精短消息

近日，乌海电业局党委举办了解
读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培训班
上，邀请内蒙古自治区党校李红教授
作了题为《解读十九大精神——
—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专题党
课， 重点从过去五年从严治党的成
效、新时代党的建设挑战严峻、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新时代党的建
设八项任务四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特别是对党的建设方面作了全
面深入的解读，这对党员准确理解和
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具有重
大的指导意义。
冯宁 张晓慧
近日，农电处党支部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的首
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处掀起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通过发放新党
章，引导全体党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自觉学习党章、执行党
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推动形成统
一意识、统一行动。
王晶
近日，海南供电分局团支部开展
第四季度“团支部书记讲团课”活动，
团课紧紧围绕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展开。 活动中，团支部书记与团员青
年一起重温了十九大报告全文，回顾
了大会的召开背景和主题，我国十个
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等
内容，着重学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
安然
乌海电业局大用户管理处推进
绩效管理工作以来，工作效率和执行
力得到大力提升。 以绩效管理推动工
作落实，工作的主动性由“要我干”转
化为“我要干”。 今后，该处将在绩效
管理与标准化管理有机结合方面继
续努力， 不断提升班组管理理念、优
化岗位职责、丰富班组民主生活会等
内容，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 高暨祥
近日，农电处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积极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微信答题知识竞赛。 该活动是
以手机微信答题形式进行，党员职工
通过关注“蒙电理论日日读”微信公
众号即可参加竞赛，题库内容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
的报告内容为中心，融入了新党章等
内容,充分保证了知识测试的丰富性
和全面性。
张晓慧
自海勃湾区十届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开展以来，乌海电业局大用户管
理处积极开展此项工作，按时完成了
各节点的工作任务。 选举工作井然有
序进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张小平
近日， 海勃湾供电分局开展了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微信知
识竞赛答题活动。 竞赛以手机微信答
题的形式进行， 通过新媒介这一载
体， 既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又
能有效利用起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
此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郭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