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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内蒙古日报》消息 今
年以来，全区上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重
大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
念，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根
本要求，经济运行总体呈现
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发展态
势。今年1-10月，全区经济
运行呈现六大亮点。

亮点一：工业质效回
升势头明显。1~10月，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8%，增速较上半年
和前三季度分别提高1.0个
和0.8个百分点，累计增速
今年以来首次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从经济类型看，国
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7.3%，股份制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7%。从三大
门类行业看，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6.7%，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
从产品产量看，统计的29种
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0种产
品产量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69.0%。从新产品产量看，单
晶硅产量同比增长1.4倍，
多 晶 硅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53.2%，石墨及碳素制品产
量同比增长29.2%。从工业
企业效益看，1~9月，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25.7%，快于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1-10月，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产销率创今年以来
新高，达99.4%，比上半年

提高0.3个百分点。
亮点二：投资结构持

续优化。1~10月，全区工业
技改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
的比重为14.0%，同比提高
1.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
技改投资比重逐渐提升；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48.7%，快于同期全国平
均水平32.6个百分点。

亮点三：消费市场平
稳增长，乡村消费增速快
于城镇。1~10月，我区完成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5926.2 亿元，同比 增 长
6.8%，依然保持在6.5%~7.
0%稳定增长区间。分城乡
市场看，城镇市场零售额
同比增长6.6%，乡村市场
零售额同比增长9.2%。

亮点四：进出口贸易

实现“双增”，加工贸易快
速增长。1~10月，我区实现
进出口总值852.7亿元，同
比增长8.6%，增速分别比上
半年和前三季度加快7.2个
和2.9个百分点。其中，加工
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83.1%，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
量同比增长28.4%。与此同
时，我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贸易增长较快，与蒙
古国、越南、德国、荷兰进出
口值同比分别增长24.7%、
1.3倍、64.1%和45.8%。工业
出口大幅增长，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

长42.9%，快于同期全国平
均增速34.3个百分点，增速
居各省区市首位。

亮点五：蒙东经济稳
定增长，主要指标持续向
好。1~10月，蒙东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较上半年和前三季
度分别提高1.2个和1.5个
百分点；蒙东地区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7.1%，高于同期全区平均
水平0.3个百分点。

亮点六：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
降一补”成效显著。从去产

能方面看，1~10月全区水泥
产量同比下降9.4%，烧碱产
量同比下降4.6%。从去库存
方面看，截至10月末，全区
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1.1%。从去杠杆方面看，1~9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1.9个
百分点。从降成本方面看，
1~9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
本同比降低0.3元，低于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从补短板方
面看，1~10月全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
资同比增长8.6%。（杨 帆）

11月21日一大早，苏尼
特右旗赛汉塔拉镇迎来了
很多特殊的客人。他们中有
第一代乌兰牧骑队员，有德
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有草原
文化青年俊杰……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大家齐聚
赛汉塔拉镇，用特殊的方
式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苏
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
信精神。

时光倒回到2017年的
这一天，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队员收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回信，苏尼特草原
沸腾了。这两天，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和草原文化俊

杰们参观乌兰牧骑展厅，
组织“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到人民中间去”基层惠民
演出，召开“永远做草原上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主
题研讨会……苏尼特右旗
干部群众和乌兰牧骑队员
被一种力量鼓舞着。

在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展厅里，解说员黄小云
的讲解仿佛让大家穿越了
60多年的历史。一幅幅老
照片，一个个旧物件，让人
们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站在最初建队的9名队
员照片前，自治区乌兰牧骑
学会会长吉日嘎拉感慨良

多：“作为乌兰牧骑学会的
负责人，我们一定要继承乌
兰牧骑优良传统，传承乌兰
牧骑红色基因，更好地发展
乌兰牧骑事业。”

在乌兰牧骑展厅，一
段木偶剧吸引了人们驻足
观看。参观者中有第一个
把木偶剧带到草原上的巴
图朝鲁。巴图朝鲁在1960
年参加了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在这茫茫草原上，当
浩渺的夜空闪耀点点星
光，他的木偶剧不知道温
暖过多少个蒙古包里的小
小少年。

11月21日，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队员和草原文化
青年俊杰们早早来到赛汉
塔拉镇查干胡舒嘎查，为牧
民进行惠民演出。来自周边
8个嘎查的40多名牧民，早
早就来到了演出地点。

基层一线是最大的舞
台，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评委。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队员表演的马头琴合奏《万
马奔腾》，乌英嘎和牧民即

兴合唱草原上的民歌，李德
戈景和乌兰牧骑队员共同
为大家表演舞蹈……一个
个带着花草香味的精彩节
目，接地气、润民心，牧民
们激动地一次次为演员献
上蓝色的哈达。“乌兰牧骑
的表演太好了，乌兰牧骑
队员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
样。”牧民格根塔娜一边鼓
掌一边说。

60多年前，乌兰牧骑
队员把党的声音和关怀送
到草原最深处。如今，经过
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的坚
守，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全
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目前，“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到人民中间去”活动在全
区广泛启动，以“乌兰牧
骑”的方式向基层提供创
新性综合性服务。

87年前，日本军国主
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占领我国东北地区。为了
拯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
志士前仆后继。东北抗日
联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
学忠，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
1910年出生在山东省掖县。
早年到东北谋生。后在吉林
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赴苏联学习，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冬，李学忠回国
赴东满地区工作。1935年5月
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

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
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
政治部主任。在李学忠的主
持下，第2军政治部发表了
《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

队书》，号召广大群众和人民
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
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
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
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此时的抗日武装根据
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自5
月起，日寇便调集重兵对根
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封锁与
扫荡。为打破敌军的封锁，集
聚更多抗日力量，成立不久
的第2军开始西征。李学忠主
动请缨，率领两个连150余人
组成远征队，希望打通与杨
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
军联系。经过艰苦跋涉与多

次血战，10月初李学忠的远
征队在■江那尔轰与杨靖宇
部胜利会师。东满、南满两大
游击区，由此有了紧密的联
系。这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和南满省委的成立，打
下良好的基础。

1936年3月，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2军改编为东北抗
日联军第2军，李学忠任政治
部主任。同年8月，他率部到
辽宁省抚松县大碱场兵工厂
开展工作，突遭日军“讨伐

队”袭击。李学忠指挥部队
奋勇反击，激战中，李学忠
身负重伤牺牲，年仅26岁。

战争的硝烟散去多年，
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早已
花团锦簇，但人们没有忘记
那些为之奋斗却无缘得见
的烈士们。1985年7月，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抚松
县人民政府在一片青松翠
柏环绕的向阳坡地上，为李
学忠竖立了一座纪念墓碑。
时至今日，这里已成为当地

的红色教育基地。
李学忠的故乡，早已变

换了模样。当年的掖县，已
成为今天的烟台莱州市。近
年来，英雄故里民生事业获
得长足进步，在烟台率先实
现了义务教育校服免费、免
除职业学校学费、普及农村
小学校车服务等。地区生产
总值先后突破600亿元、700
亿元关口，目前正全力打造
市强民富、宜居文明的新莱
州。 （据新华社报道）

烈火淬炼真男儿———李学忠

全区经济稳中提质呈现六大亮点

带着一种精神到人民中间去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主题系列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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