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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电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
国环球电视网）和互联网，发表了 2017
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2016 年即将过去，新年的钟声即
将敲响。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
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各地区
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凡的
一年，也是难忘的一年，“十三五”实现了
开门红。我们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加
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推动我国经
济增长继续走在世界前列。我们积极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
出重要步伐，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重大
突破，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
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我们积极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力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
们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打
虎拍蝇”，继续纯净政治生态，党风、政
风、社会风气继续好转。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
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
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中
国奥运健儿勇创佳绩，中国女排时隔 12
年再次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还
有，通过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便
利了，许多贫困地区孩子们上学条件改
善了，老百姓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
奔波了，一些长期无户口的人可以登记
户口了，很多群众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这一切，让
我们感到欣慰。

2016 年，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
举办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
会，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

案，也向世界展示了美轮美奂的中国
印象、中国风采。“一带一路”建设快速
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
张。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坚决捍卫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
上做文章，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这一年，多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和
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生
活造成严重损失，我们深感痛惜。中
国维和部队的几名同志壮烈牺牲，为
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怀念
他们，要把他们的亲人照顾好。

2016 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 95 周年、纪念了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我们要牢记为中
国 人 民 和 中 华 民 族 作 出 贡 献 的 前 辈
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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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经过一年的忙

碌和打拼，我们即将走进新的一年。在这
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代表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人民、驻区部队指战
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各位离退休老同志，向
所有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的海内外朋友们，
致以新年的祝福！

过 上 好 日 子 ，没 有 捷 径 ，唯 有 奋 斗 。
2016 年，我们有奋斗，有付出，也有收获。
全区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
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
效。全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9 万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坚实；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区、全面从严治党深入
推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局面
不断巩固发展，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这一年，我们胜利召开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科学描绘了内蒙古未来五年发展
的宏伟蓝图，守住“三条底线”、促进“五化”
协同、加快“七网”融合推进等重大发展战
略，为推动内蒙古更好更快发展指明了目
标方向。

这一年，我们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作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呼包鄂协
同发展、加快东部盟市发展、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启动和林格尔国家级新区建设等一
系列重大部署，转型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
伐。

这一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纵深
推进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积极开展了
大数据产业推介、与国家部委对接、赴粤港
澳招商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加快发展的内
生动力越来越强，内蒙古“朋友圈”越来越
大。

这一年，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加快发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
体育等社会事业，大力促进就业增收，健全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 万贫困农牧民稳定
脱贫，各族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这一年，我们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驰而不息
深化“四风”整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加快形成。

这些成绩，凝结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
切关怀，汇聚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浸润
着全区各族人民的辛勤汗水。当然，我们
的各级干部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我们
衷心为伟大的党点赞，为伟大的祖国点赞，
为可亲可敬的草原儿女点赞。

2017 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自治区将迎来成立 70 周年大
庆。这是内蒙古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强
劲东风。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决守住发展、生态、民生三条底线，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五化”协同，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依法治区，从严推
进管党治党，努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
的成绩庆祝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众人划桨开大船。只有每一级党委政府都尽职尽责、每一个干部
群众都尽心尽力，内蒙古这艘发展航船才能行稳致远。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一往无前，不断开创决胜全面小康新局面，努力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
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衷心祝愿全区各族人民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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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区各族人民的新年贺词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李纪恒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布小林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互联网，发表
2017 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新年的钟声，奏响万象更新的华彩乐章。站
在 2017 年这个新的起点，我们肩扛着实现自治区
第十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的重任，只有激发
新状态，才能展现新作为，从而以优异的成绩庆祝
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此，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

李纪恒书记走访调研新闻单位的讲话精神，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加自觉地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
舆论引导水平，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回首既往，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取得了今天

的成绩；展望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
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姿态，以自身的“一马当先”
带动全社会“万马奔腾”的劲头，持续用力、整体策
划、板块推出、协同联动，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
代化内蒙古、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营造浓厚
的舆论氛围。

本报编辑部向广大读者致以新年祝福!

□本报记者 徐永升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克什克腾旗
达里诺尔湖冬捕进入了高潮。渔场的
工人们放弃了元旦的休假时间，在冰
冷的湖面上紧张有序地张网捕鱼。在
人们的期待中，一网网活蹦乱跳的鲜
鱼被拉上了湖面，成为渔场工人献给
消费者最好的新年礼物。

宝成是捕鱼一队的队长，早上 7
点半，他就带着 10 多名工人来到了湖
面。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好下
网口和出网口。“深水下网、浅水收网
是冬捕的法则！”宝成说，鱼喜欢在深
水区扎堆儿待着不动，而出网口要设
在浅水区，鱼才不容易跑掉。

从下网口到出网口的距离一般在
1 到 3 公里。凿完下网口和出网口，还

要在两口的沿线两侧，每侧凿出 50 个
到 60 个拨竿洞。一条40米的拨竿像绣
花针一样，通过一条200多米的大绳，拉
着800米长、10米宽的渔网前行。经过
5 个多小时的“穿针引线”，下午 2 点多
钟，木竿终于从出网口出来了。

“出鱼啦！”随着马拉绞盘的转动，
渔网从湖里缓缓拉出，跃起的鲫鱼和
华子鱼使劲摆着头和尾。在皑皑白雪
覆盖的冰面上，绿色的渔网冒着腾腾
热气，整个冰面的游人顿时一片沸腾。

“今天我们 3 个捕鱼队大约能捕
到 1 万斤鱼，一斤鱼就 40 多元！”宝成
介绍，现在渔场在湖面上增设了大锅
雪地煮鱼项目，游客能在第一时间吃
上刚刚打上来的鲜鱼。

下午 3点，捕鱼队开着拖拉机满载
而归。作业归来的工人们坐在温暖的
屋子里，喝一碗热乎乎的奶茶，尝一口
鲜美的鲫鱼汤，喜笑颜开。在宝成的眼
里，此时此刻鱼的美味，还包含着对新
的一年里“连年有余”的希望和祝福。

达里诺尔：人欢鱼跃迎新年

牧民们身着鲜艳的节日盛装策马奔腾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雪地上。
近日，该旗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四季旅游”新路子，通过举办那达慕展现了“那达
慕文化之乡”独特的民俗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各民族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王磊 王鹏 摄

万马奔腾

习近平和普京互致新年贺电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国环球电视网）开播

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
——元旦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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