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大事记
（9月 1 日—30 日）

一、重要会议

1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旗长麒麟主持召开全旗信访工

作会议。

3 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孟

祥宇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议。

5 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 2023

年盟级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及向上

争取资金调度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满

水龙主持召开全旗批零住餐单位

入库潜力调查工作推进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孟

祥宇主持召开市场经营主体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

6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麒麟主持召开全旗农村牧区户

厕整改工作调度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孟

祥宇主持召开全旗新冠病毒全员

核酸采样检测调度会。

7 日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

长陈庆华主持召开扎赉特旗人民

政府 京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合

作洽谈电视电话会议和扎赉特旗

农民丰收节 稻田音乐节筹备会

议。

9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麒麟主持召开政企对接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研究蒙银村

镇银行有关事宜调度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

长陈庆华主持召开 2022 年兴安

盟大米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会相

关事宜协调会、全区现代农牧业

产业园观摩会相关事宜协调会。



10 日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

长陈庆华主持召开全旗高标准农

田建设排查整改工作调度会。

16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经济指

标调度会。

19日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

长陈庆华主持召开扎赉特旗参加

2022 年兴安盟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现场会筹备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满水龙

主持召开扎赉特旗人民政府与国

家电投广东电力有限公司项目对

接座谈会。

21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固定资

产投资调度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孟祥宇

主持召开扎赉特旗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会议暨全员核酸

检测视频调度会、主持召开旗委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旗校

园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

22 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满水龙主持召开参扎赉特旗人民

政府与上海一心回乡集团项目对

接座谈会。

23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启用新中医

院病房楼和博源隔离点建设推进

会、召开盟行署督查扎赉特旗前

三季度部分重点工作座谈会、召

开待批项目集中审批调度会和六

个大起底工作调度会。

24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麒麟主持召开旗第十六届人民

政府第 14次常务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副旗

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秋冬季森林

草原防灭火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主持召开扎赉特旗粮食应急指挥

部粮食应急工作部署会议。

27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固定资



产投资调度会和六个大起底工作

调度会。

28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农牧民

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满水龙

主持召开水稻秸秆回收工作推进

会、召开长期停产企业、召开停

建项目大起底工作推进会、召开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力国

际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

29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麒麟主持召开五个大起底工作

和长期停产企业、停建项目、闲

置矿权大起底工作调度会、主持

召开全旗违法违规用地专项整治

暨“百日攻坚”行动视频调度会

议。

30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麒麟主持召开扎赉特旗人民政

府与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扎赉特旗

楚鲁达巴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主持召开全旗政务服

务三级体系建设现场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满

水龙主持召开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与北京晶澳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

二、重大活动

1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

长麒麟参加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督察组视频汇报会；参加全盟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刘

国民到努文木仁乡新民村调研土

地增减挂钩项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满

水龙带领旗工信局深入到上海燕

谷坊总部、北京众拓营销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红庄直播基地考察调

研。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刘

峪伯参加全旗信访工作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孟

祥宇前往巴彦乌兰苏木中心校、

音七小、音二中、旗三幼、四幼

督查指导学生返校等有关工作。

同日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

局局长王天军到盟参加中央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督查组视频汇报会、

全盟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2 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务

副旗长李浩深入到巴彦那扎拉嘎

乡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巡河，

深入包联村和社区调研。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赴阿尔山市

参加第二届国家农产品加工

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大会暨农

产品和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

用研讨会。

3 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陪同自治区

农牧厅调研组调研我旗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情况。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刘国民到保安沼地区调研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推

进情况。

4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

旗长麒麟、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旗委常委、人

民政府副旗长陈庆华、旗人民

政府副旗长满水龙、刘峪伯、

孟祥宇、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

局长王天军参加全盟农村牧区

户厕整改工作会议。

5 日 同日 旗委常委、

政府常务副旗长李浩到巴彦

扎拉嘎乡检查疫情卡口有关

工作。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主持召开全旗批零



住餐单位入库潜力调查工作

推进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赴乌兰浩特市参加

2022·首届兴安慈善之夜主

体晚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组织召开市场经营

主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推进会。

6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

旗长麒麟、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陪同盟行署

苏和盟长调研。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赴盟行署参加

自治区审计厅对引绰济辽工

程预算执行暨征拆资金审计

进点会；到旗法院参加乌江铁

路资产重整工作会。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旗人民政府

副旗长满水龙、孟祥宇、旗政

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王天军

参加全旗农村牧区户厕整改

工作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陪同旗委书记孙兴

宇带领泰来县秸源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丽一行深

入音德尔镇、好力保镇、努文

木仁乡就水稻秸秆原料收储

运等事宜进行调研。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参加全旗农村牧区

户厕整改工作推进会议。

7 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接待来访群众；

到巴彦扎拉嘎乡调研户厕；参

加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京东物

流运输有限公司合作洽谈电

视电话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接待访民刘



玉环夫妇；深入好力保镇调研

丰收节选址及现场补植情况。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参加农民丰收节、稻

田音乐节筹备会议。

8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

旗长麒麟参加全盟工业经济

运行调度会；到大东方、中心

加油站、第三中学检查食品安

全、校园安全、安全生产等工

作。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旗人民政府副

旗长孟祥宇参加扎赉特旗庆祝

第 38 个教师节大会。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赴科右中旗

参加全盟供销合作社助力乡

村振兴现场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赴盟行署参加全盟

工业经济运行调度会；参加扎

赉特旗与中车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对接

座谈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在分会场参加全盟

信访联系会议精神视频调度

会；陪同阿荣旗考察组来旗就

农旅融合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实地考察。

9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

旗长麒麟到保安沼地区，就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房

屋征拆、土地复垦等有关事宜

进行调研；参加书记专题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赴巴彦扎拉嘎

乡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卫生厕

所、乡村振兴工作；参加书记

专题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参加研究蒙

银村镇银行有关事宜调度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参加扎赉特旗政企

座谈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出席“喜迎二十大、

诵红色经典、展巾帼风采”主

题阅读大赛。

同日 旗政府副旗长、公

安局局长王天军参加书记专

题会议。

10 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前往旗疫情防控指

挥部看望各工作组值班人员。

12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书记专题会；

参加引绰济辽工程移民安置

工作调度会；参加努文木仁乡

新民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推进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参加研究部分

乡镇集中供热事宜会议、引绰

济辽工程移民安置工作调度

会；赴巴彦乌兰、阿拉达尔吐

调研指导工作。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参加引绰济辽调度

会，组织召开全旗 2022 年国

庆节前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

调度会暨指挥部培训演练会。

13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引绰济辽工

程文得根水利枢纽下闸蓄水

阶段移民安置验收工作初（自）

验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陪同盟人大调

研组调研、参加引绰济辽工程

文得根水利枢纽下闸蓄水阶

段移民安置验收工作初（自）

验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赴乌兰浩特

市 参 加 “京 蒙 百 企 情 ”暨



2022 年京蒙产业对接启动仪

式。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前往盟里参加自治

区审计组进点会（义务教育政

策落实专项审计）。

14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参加全区干部能力

持续提升工程培训“半月谈”

第七期；同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参加 2022 年

兴安盟大米到质量发展现场

观摩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参加破坏草原林地

违规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以案

促改工作座谈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参加扎赉特旗首届

林果采摘品鉴会。

15 日 旗委常委、政府

常务副旗长李浩参加扎赉特

旗 2022 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灭

火演练；旗信访局接访。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旗人民政府

副旗长孟祥宇参加全旗林果

采摘品鉴会；陪同森工集团调

研我旗林业经济发展及畜产

品加工屠宰情况。

16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当前重点工

作部署会；参加 2022 年全盟

问题户厕整改专题培训会；参

加旗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2

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参

加中共扎赉特旗委员会机构

编制委员会 2022 年第四次会

议。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参加旗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2022 年第十二次

集体学习。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参加全国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当前重点工作部署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陪同自治区科技厅

基础研究处处长赵远亮、盟科

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赵青松带

领中清新能源科技发展（海南）

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厚刚深入

扎赉特旗工业园区调研考察；

参加旗委理论中心组 2022 年

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龙参加

全旗经济指标调度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在分会场参加 2022

年全盟问题户厕整改专题培

训班；参加旗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 2022 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分会场参加 2022 年

全盟问题户厕整改专题培训

班；旗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2

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扎

赉特旗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

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

17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全盟维稳安

保工作会议；参加全盟户厕排

查整改工作推进会议、涉农重

点项目储备调度会；参加全旗

信访维稳安保工作推进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赴呼和浩特开

展向上争取资金工作。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旗人民政府

副旗长刘峪伯、孟祥宇、旗政

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王天军

参加 2022 年全盟问题户厕整

改专题培训班、全盟维稳安保

工作会议、全盟户厕排查整改

工作推进会议、涉农重点项目

储备调度会、全旗信访维稳安



保工作调度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满水龙参加 2022 年中国中药

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18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赴自治区参加关

于研究引绰济辽工程水库淹

没区黑土耕地表土层剥离有

关工作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赴呼和浩特开

展向上争取资金工作。

19 日 旗委常委、政府

常务副旗长李浩赴呼和浩特

开展向上争取资金工作。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在信访局值

班接访。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刘峪伯、孟祥宇在分会场参加

兴安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讲堂第十五期；

参加全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现场会筹备工作视频调度

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孟祥宇分陪同盟医保局督查

指导医保领域工作；深入巴彦

扎拉嘎乡疫情防控检测服务

点督导排查管控工作。

20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刘峪伯、孟祥宇、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王

天军参加中国共产党扎赉特

旗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会员

2022 年第 36 次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赴呼和浩特开

展向上争取资金工作。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参加扎赉特

旗 京 蒙 协 作 座 谈 会 ； 参 加

“2022 年兴安盟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现场会”工作筹备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满水龙赴盟行署参加全盟智

慧园区建设工作调度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孟祥宇参加音德尔第七中学

运动会开幕式。

同日 旗政府副旗长、公

安局局长王天军参加自治区

督导检查汇报会。

21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旗委常委、政府

常务副旗长李浩、旗委常委、

人民政府副旗长陈庆华、旗政

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王天军

参加中国共产党扎赉特旗第

十六届委员会常务会员 2022

年第 37 次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刘峪伯出席“希望工程·建

行五室公益项目”捐赠仪式。

同日 旗政府副旗长、公

安局局长王天军参加苏和盟

长来我旗调研座谈会。

22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扎赉特旗批

而未供、闲置土地大起底工作

汇报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赴盟行署参加

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库）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划

报告视频审核会议参加盟纪

委赴扎赉特旗召开重点专项

工作汇报会。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赴兴安盟中

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诉答辩；参

加盟纪委赴扎赉特旗召开重

点专项工作汇报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满水龙、孟祥宇参加盟纪委赴

扎赉特旗召开重点专项工作

汇报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刘峪伯陪同全区涉渔船舶监

管专项联合行动检查。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孟祥宇深入党群辖区内核酸

采样点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23 日 旗委副书记、政府

旗长麒麟接访日。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旗人民政府副

旗长满水龙、刘峪伯、孟祥宇、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王

天军在旗分会场参加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盟秋

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暨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人民政

府副旗长陈庆华赴科右前旗

参加 2022 年兴安盟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暨“庆丰收、

迎盛会”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开幕式；参加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述职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满水龙参加“六个大起底”

工作调度会；参加扎赉特旗人

民政府与中资（杭州）金融科

技研究院、中林绿碳（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对接座谈

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孟祥宇陪同盟教育局领导督

导校园安全工作。

24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旗委常委、政府

常务副旗长李浩、旗人民政府

副旗长满水龙参加自治区党

委第十三巡视组下沉我旗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调度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刘峪伯、孟祥宇参

加扎赉特旗第十六届人民政

府第 14 次常务会议。



25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书记专题会。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参加干部考核

会议。

26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干部考核会

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参加全盟开发区闲

置资源要素大起底和盘活长

期停产企业、停建项目、闲置

矿权专题大起底工作推进会。

27 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国民组织旗住建局、执法

局、生态环境局、音德尔镇到

音六小西侧垃圾场指导调研。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刘峪伯、孟祥宇、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王

天军参加干部考核会议；陪同

国研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布一

行深入小城子林场、中心林场、

巴彦扎拉嘎乡调研。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刘峪伯参加干部考核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参加全旗卫生工作

会议。

同日 旗政府副旗长、公

安局局长王天军参加平安建

设“月例会”。

28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参加全盟兴安盟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

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满水龙参加全旗农牧民冬

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陪同自治区督查组

督导全旗疫情防控工作。

29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参加全盟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观摩会总结会议。

同日 旗委常委、政府常

务副旗长李浩、旗人民政府副

旗长满水龙参加兴安盟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会。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陪同自治区督查组

督导全旗疫情防控工作。

30 日 旗委副书记、政

府旗长麒麟、旗委常委、政府

常务副旗长李浩、旗人民政府

副旗长满水龙、刘峪伯参加中

国共产党扎赉特旗第十六届

委员会常务会员 2022 年第 39

次会议；参加中国共产党扎赉

特旗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会

员 2022 年第 40 次会议暨旗乡

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同日 旗人民政府副旗

长孟祥宇前往巴彦乌兰苏木

调研重大项目。

同日 旗政府副旗长、公

安局局长王天军参加中国共

产党扎赉特旗第十六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第 40 次

会议暨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