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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统一考试命题制卷基地
揭牌仪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举行
◇晨报融媒记者 王晓玲
本报讯 8月 3日，内蒙古自治区
教育统一考试命题制卷基地揭牌仪式
在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和林格尔新区分公司举行，自治区党
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
长黄雅丽，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教
育考试院院长安利民，内蒙古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双龙出席揭牌仪式并
讲话。会议由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王
富主持，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白托
雅、命题处处长王清、自治区教育厅办
公室主任安永明、内蒙古出版集团常务
副总经理乌苏伊拉、内蒙古出版集团副
总经理杨显文、内蒙古出版集团总经理
助理、爱信达公司董事长白玉峰出席揭
牌仪式。

揭牌仪式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内蒙
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保密
印刷基地的厂区、设备设施、安防系统
以及指挥中心等基地场所。据了解，爱
信 达 保 密 印 刷 基 地 于 2017年 立 项 ，
2019年 9月份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
12月建成投产，基地分为命题区、生产
区、办公区三个独立区域，各区域间都
设有安全隔离带。
据介绍，今年年初，保密试卷印刷
业务稳慎启动，截至目前，已承接了自
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自治区
学业水平考试、教师资格证考试、鄂尔
多斯市中考、自治区农村牧区特设岗位
教师招聘考试等 11套考试的命题、制
卷、分发、押运工作任务。
在座谈交流环节中，自治区党委
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黄雅丽与内蒙古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双龙分别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统
一考试命题制卷基地的建设和现状提
出了指导意见和要求，并对基地的未来
发展前景表示充分肯定。
座谈会中，黄雅丽说，今年我区启
动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组建命题队伍
和建设自治区教育统一考试命题制卷
基地是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基础工作，
保密印刷基地的建成为我区未来教育
统一考试命题制卷工作顺利开展奠定
了基础。下一步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
照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要求，不断完善基
地的软硬件条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确保教育考试制卷工作安全进行。
双龙首先就自治区教育厅对保密
基地各项工作的重视与关照表示衷心
感谢，并表示将与自治区教育厅共同努

简讯

感受七夕文化
传承中华文明

包头市第四十五中学开展
多彩暑期托管服务

8月 3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梁山街社区居民在“我们的节日
七夕”志愿服务活动现场体验“穿
针乞巧”。
当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梁
山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
“我们的节日 七夕”志愿服务活
动。社区居民在志愿者的带领
下，通过参与穿针乞巧、制作“爱
在七夕”心愿卡、晒书、话家风故
事等活动环节，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丁根厚摄影

经典红歌气壮山河 现场观众心潮澎湃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精选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 1949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革命阶段最有
气 贯山河的经典曲目《东方红》以交响合
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凝聚了我国最具才华
唱的形式震撼开场，引燃现场观众心中那
的词曲作者的革命历史歌曲、创作歌曲与
民间歌曲，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魅
份不朽的红色记忆。
8月 3日晚，由著名指挥家、国家一级
力。
指挥郑健执棒，北京音乐家协会、北京音
“在保留经典风格的同时，我们在曲
目编配、演唱节奏等方面大力创新，让优
协合唱团、内蒙古艺术剧院交响乐团联袂
呈现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
秀的革命历史歌曲以全新的时代面貌呈
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上演。 现，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该音乐会是第十九届中国 内蒙古草原文
北京音协合唱团团长周涛表示，近年来，
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京蒙两地在文化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
音乐会以创新元素演绎红色经典，讲
对口帮扶与合作，相信通过文化交流互
述革命故事，通过交响乐、合唱、独唱、重
鉴，草原文化节这个经典品牌继续焕发光
唱、朗诵等丰富的音乐织体，把 27首耳熟
彩、越擦越亮。
能详的红色曲目，通过强烈的艺术魅力、
“很期待把好的艺术作品带给大家。”
多样的艺术形式呈现给现场观众。
青年女高音歌唱家毛一涵告诉记者。
男女声合唱《保卫黄河》铿锵有力，让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
观众热血澎湃；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
把赞歌唱……”传唱不衰的蒙古族民歌
领唱的《七律 长征》气势恢宏，将音乐会 《赞歌》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观众与男高
推向高潮。
《团结就是力量》
《南泥湾》
《八
音歌唱家宝音乌德勒呼齐声合唱……近
月桂花遍地开》……一首首经典曲目串联
2个小时的演出接近尾声。大合唱《歌唱
起光辉岁月中的荣光，将革命历史与红色
祖国》将现场气氛再次推向高潮，台上台
下激情洋溢，
演出圆满落幕。
文化缓缓流淌开来，或婉约倾诉、或气势
“震撼，过瘾!
”聆听音乐会后，65岁的
磅礴，牵动着观众激动的心。
红色音乐从革命中诞生，承载着共产
观众杨智平久久不能平静：
“重温经典，火
红岁月中锤炼出的一首首老歌，让人仿佛
党和人民为真理而斗争、为幸福而奋斗的
追求，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在曲目甄
穿越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感人至深、
选上，此次音乐会注重经典性与时代感， 催人奋进！” 《内蒙古日报》记者 白莲

力为全区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双龙指出，目前，自治区还没有具有国
家统一考试试卷印制甲级资质的印刷
企业，
各类试卷绝大部分都到区外印制，
存在诸多不便，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
跨
省区命题、
制卷、
押运、
配送阻力重重，
存
在无法保障按时开考的风险。爱信达公
司保密印刷基地是目前西北地区最大
的试卷印制基地，拥有完善的物流中心
和保密仓库，能够保证将试卷安全、高
效运送到全区各地。爱信达公司保密
印刷基地的建成将会填补自治区没有
甲级保密试卷印制基地的空白。
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与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
同时，
黄
雅丽与双龙共同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
统一考试命题制卷基地”
进行了揭牌。

防范
“养老诈骗”
守护养老
“钱袋子”
近日，沿黄高速大队深入
辖区农村开展防范“养老诈骗”
宣传活动。民警通过面对面宣
讲典型案例、介绍识骗、防骗技
巧，引导老年人要提高警惕，不
要轻信陌生来电、短信和来路
不明的链接，帮助老年人增强
识骗防骗的能力，并利用微信
群等自媒体平台及时发布防范
“养老诈骗”相关内容，扩大宣
传面，提高群众对养老诈骗的
自防意识，守护好养老的“钱袋
子”。
郝琴 陈红燕

精短
为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以“三查一
控”专项行动为牵引，深化“百
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为契机，近
日，巴彦高勒派出所深入辖区
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宣传活动，保障人民安
宁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高连成

为满足家长学生需求，解决学生
暑假期间“看护难”问题，引导和帮助
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有意
义的假期，扎实推进“双减”工作落地
落实，包头市第四十五中学科学设计，
精心组织，积极开展多彩暑期托管服
务。
学校暑期托管服务在坚持公益
性、服务性、自愿性的基础上，遵循教
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坚持以
生为本，设置心理、体育、劳动、作业辅
导等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开拓学生
眼界，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在
老师们的一路陪伴下，同学们乐享其
中，收获颇丰。
今 后 ，该 校 将 继 续 坚 持“ 五 育 并
举”，不断深入探索托管服务的形式和
内容，提升校内课后服务的品质，用心
守望，用爱呵护，保障学生度过丰富快
乐、有意义的假期！
张彩霞

2022年自治区“呼包鄂乌”
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闭幕

8月 3日，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
“呼包鄂乌”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经
过 3天的培训、教学、锻炼以及精彩的
比赛，在包头市松实学校圆满闭幕。
据了解，从 8月 1日开始，来自呼
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兰
察布市的 576名男女足球运动员，被安
排分组指导和技能学习，同时与 128名
教练员一起参加理论+实践的专项培
训。
在 3天的夏令营时间里，每一位学
员、教练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提高技
能水平，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蒙
古足球向前、向好发展的精神面貌。
闭幕式上，各代表队的运动员们
均表示收获颇丰，在夏令营里学到了
很多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为内蒙古
的足球事业发展尽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