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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新一轮东北振兴：力推东部盟市七大网络建设
新报讯（记者 刘 睿
实习生 付之毓） 记者4

障能力，系统推进铁路网、

实施意见》 中明确的各项

起来，自治区正在编制“十

第 四 ，编 制 东 部 盟 市“ 七

验区和呼伦贝尔中俄蒙

重点任务，全力推动东部
盟市跨越发展。第一，国家

三五”期间内蒙古东部区
域 发 展 规 划 。第 二 ，着 力

网”建设重点项目3年滚

月19日从自治区新一轮东

公路网、航空网、市政网、
水利网、能源网、信息通信

动计划，加快推进一批重

合作先导区等重大开放
平台建设，深化东部盟市

北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今年我区将加快推动

网七大网络体系建设。
据了解，我区将加快

发改委发布了 《东北振兴
“十三五”规划》，为更好地

推 进 重 点 领 域 改 革 。第
三，积极培育东部盟市工

点项目建设，增强对经济
发展的支撑能力和对城

与东三省毗邻地区在基
础 设 施 、产 业 发 展 、旅 游

东部盟市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全方位对内对外开
放，提高基础设施支撑保

推进 《内蒙古自治区关于
落实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推动东部盟市跨越发展的

业经济增长极，巩固和提

乡居民生活的保障能力。
第五，进一步加快满洲
里、二连浩特开发开放试

生态等方面合作，推动与
京津冀经济区实现融合
发展。

将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
重点项目，重要改革任务
与我区东部盟市紧密衔接

升传统优势特色产业，加
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京津冀晋蒙青少年联手增绿减霾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谷雨雪飘
4月20日13时许，首府市民在雨雪中等车。当日迎来暮春标志性的节气——
—谷雨。此节气后，内蒙古的天气状
况将逐步稳定，气温回升，春风送暖，致病细菌、病毒易随风传播。同时，由于近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起伏多
变，昼夜温差较大，内蒙古气象部门建议市民根据天气情况适当增减衣物，以免感冒。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
纳入中长期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诞生记》开机
新华社消息

5集文
献电视纪录片 《内蒙古自
治区诞生记》 和纪录电影
《影 像 中 珍 贵 的 记 忆——
—
乌兰夫》 于18日在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开机，两部影
片均由乌兰察布市政府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合作拍摄。
中央新影集团总编辑
郭本敏透露，两部影片将

运用大量内蒙古自治区以
及乌兰夫同志的珍贵历史
影像，例如1949年9月，乌
兰夫同志参加第一届全国
政协会议、
1949年10月1日
乌兰夫同志与党和国家领
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出席开国大典等活动，通
过黑白影像，带领广大观
众 重 温 70 年 前 的 那 段 历
史。

记者了解到，
5集文献
电视纪录片 《内蒙古自治
区诞生记》，集中宣传内蒙
古自治区创建和发展变化
的壮丽史诗，以激励全国
各族人民，在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梦中，更加奋发
努力做出贡献。
纪录电影 《影像中的
珍贵记忆—乌兰夫》 则通
过讲述乌兰夫同志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着
重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所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内蒙古是我国建立最
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上
世纪50年代，曾被周恩来
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
。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迎来成
立70周年的隆重庆典，两
部纪录片计划于大庆期间
与观众见面。

（彭 源）

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自治区文化厅4月20日印发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
周年群众性文化活动实施
方案》
，
从即日起至10月举办
以
“守望相助 亮丽北疆”为
主题的多项内容丰富、
形式
多样、
主题突出的群众性文
化活动，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

（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

成立70周年。
按照《实施方案》，
我区
将举办
“第七届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牧骑艺术节”
、优秀
乌兰牧骑剧节目展演、
深入
嘎查村惠民文艺演出、
乌兰
牧骑建立60周年艺术回顾
成就展、全区乌兰牧骑“一
专多能”等系列文艺活动；
组织动员各族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各种合唱活动；
自治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
日。为了响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北京冬奥组委在
河北省张家口市举办的京津冀晋蒙青少年增绿减霾共
同行动2017年统一行动日行动，内蒙古将启动京津冀晋
蒙青少年增绿减霾共同行动
“五百”
项目，
为共创京津冀
晋蒙美好生态、
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作贡献。
据了解，
“五百”项目包括动员全区“百所”大中院
校学生以平面设计等方式对绿色理念进行可视化、艺
术化加工，开展线上、线下征集评选、作品展示和宣传
推广活动，自治区团委将举办“全区百校绿色IP”作品
评选展示活动；动员全区各级青联委员、青企协、爱心
企业等“百家”企业开展爱心众筹、定制植树，认捐认
建友谊林、亲子林、成长林，推进“共青团绿化带”建
设，动员企事业单位、爱心人士、团员青年参加爱心众
筹“捐赠一棵树”
、
“捐植一亩林”开展“百企”环保志愿
服务；联合全区“百家”报刊、杂志、电视台、门户网站、
移动电视、微信、微博等媒体，组织“绿色卫士、团队”
评选等表彰活动，开展草原生态文化产品线上、线下
展播；动员全区“百家”环保类社会组织或志愿者服务
社会团开展各类环保活动；同时百县生态同行，全区
103个旗县区联动开展中小学主题征文、绘画摄影、演
讲比赛和废物回收利用等活动，助力脱贫攻坚，开展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

区文化厅将举办原创民族
广场舞大赛、
全区
“群星奖”
优秀作品巡演、
“ 醉美草原
亮丽北疆”
全区美术书法摄
影优秀作品展等活动；
各盟
市、
旗县在利用好当地文化
节、
艺术节和消夏晚会等品
牌文化活动的基础上，
通过
层层选拔、集中展演、评选
表彰，
鼓励和培育一批突出
主题、反映时代、贴近生活

的优秀文艺作品；
各级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
将
馆、纪念馆、文化站
组织开展区情知识竞赛、
故
事汇、
诗歌朗诵、
征文演讲、
书画摄影等群众性文化活
动，
展示内蒙古人文、
民俗、
风光和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各
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

（室）

新报讯（记者 王树天）

4月18日，记者从内蒙古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了解到，
《内蒙古自治区全民
阅读中长期规划（2016-2025年）
》
（
）
于日前编制完成。
《规划》的中期目标为：到2020年，内蒙古成年国
民综合阅读率及传统媒介、新兴媒介阅读等各项指标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自治区、
盟市、
旗县三级政府，
每年
至少组织开展1次有持续时间、有活动深度、有积极效
果的全民阅读活动，参与覆盖人口不少于30%；蒙古文
书报刊及数字出版产品免费覆盖50%的蒙古文阅读人
口。
长期目标为：
让全民阅读成为国民生活方式的重要
内容，
“书香内蒙古”
建设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自治
区、盟市、旗县三级政府，每年组织开展两次以上有持
续时间、有活动深度、有积极效果的全民阅读活动，参
与覆盖人口不少于60%；
蒙古文书报刊及数字出版产品
免费覆盖100%的蒙古文阅读人口。

以下简称《规划》

◎

速读

●为保障春季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及可靠供电，
日前，乌兰察布电业局化德供电分局将春季检修保电
工作纳入近期重点，以春检期间电网零故障、服务零
投诉为目标，多措并举全力确保春检期间供电万无一
失。
（马国杰 张 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