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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1 月 1 日，
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就 中 国 正 式 接 任 金 砖
国家主席国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南
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印度
总理莫迪，向四国领导人介绍中方担
任主席国期间推进金砖国家合作进程
的设想。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于 2017 年 9 月
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九次会晤。在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金
砖国家合作成功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在
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领域结出丰富成
果。领导人会晤进程不断迈出新步伐，
为金砖国家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金砖国
家堪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
的典范，为各成员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
际关系民主化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2017 年，金砖国家合作
将开启第二个十年。展望未来，金砖国
家合作将取得更大发展，也将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全球挑战突
出，国际形势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
加，金砖国家要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
利益。作为 2017 年金砖国家主席国，中
方期待同各成员国一道，围绕“深化金砖
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主题，
凝聚合作共识，规划合作蓝图。为此，希
望厦门会晤重点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
一是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二
是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三是
开展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四是推
进机制建设，构建更广泛伙伴关系。中
方将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
神，同各成员国携手并肩，推动厦门会
晤取得成功，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迈上新
的台阶。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于 2006 年。
自 2009 年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迄今已
举行八次领导人会晤。习近平在新年伊
始致信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正式拉开
2017 年金砖国家“中国年”的大幕，标志
着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主席国的工作已经
全面启动。

习近平就我国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致信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郭洪申
梁亮 马建荃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在通辽大
连港综合保税物流园内，一列载有 110
个集装箱的“通满欧”班列整装出发，即
将驶向大连港。

与此同时，另一个热火朝天的生产
场面也在进行中。在通辽市科尔沁工
业园区伯恩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车间
里，工人们穿梭在工作台前查温度、忙
切割，上百个晶莹剔透的 80 公斤重蓝
宝石晶体几小时后就要出炉了。

据介绍，自今年 3 月，我区首班“通
满欧”国际集装箱班列从通辽成功开行
以来，开鲁县红干椒仅需 16 个小时便
可直接入港装船，由大连出口至韩国。
而伯恩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正在建设

的二期工程完工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
蓝宝石晶体生产基地，蓝宝石全产业链
将在这里呈现。

隆冬时节，当记者走进通辽市科尔
沁工业园区时，扑面而来的火热场面，
让记者感受的是这里发展的新变化，感
悟的是这里发展的新内涵。

“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
出，加快转型升级是建设现代化内蒙古
的主攻方向。要坚持在加快发展中转
型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加快发展。我们
将以此为新的契机，积极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
在加快转型中把握大势，提档升级、提
升实力。今后，要更多引进一批科技含

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重点项目，更好地
为园区长远发展谋篇布局。”科尔沁工
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刘建忠说。

采访中，科尔沁工业园区的新“内涵”
逐步在记者的脑海里清晰起来：今年以
来，园区入驻企业总数达 150户，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43户，预计全年实现生产总
值 481 亿元，同比增长 9.56%；实现工业
增加值183亿元，同比增长10.21%；实现
销售收入 462 亿元，同比增长 9.12%；上
缴税金8.2亿元，同比增长12.8%；实现利
润21.36 亿元，同比增长 10.73%。

“不转型升级，则企业无发展。”刘
建忠说，园区下一步要重点在三大产业
上下功夫：把铝后加工这个优势产业做

成优势产能，以发展铝产业消化电力产
能，以生产铝新材料消化铝产能，实现
循环发展，推动产能优势转化为高端产
品优势；依托龙头企业，打造玉米高新
技术产业航母，提升氨基酸产品生产的
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依托现有的氨基
酸品种大力发展生物制药产业、高档化
妆品制造产业等，深度开发延长玉米产
业精深加工链条；着力建设绿色农畜产
品深加工产业，依托富集的农畜产品资
源大力扶持重点企业，发展壮大农畜产
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推进农牧业标准化
生产，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畜产
品，培育绿色产业。

强物流、搞孵化、建立助贷平台⋯⋯
通辽市科尔沁工业园区里，一个链条完
整、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发
展的脚步坚实而自信。这就是这个园区
的新“内涵”。

科尔沁工业园区的新“内涵”

本报 1 月 1 日讯 （记者 阿妮尔）
记者从自治区地税局了解到，2016 年，
全 区 地 税 系 统 累 计 完 成 各 项 收 入
1893.6 亿元，同比增长 0.2%。其中，自
治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完成 980.3
亿元，同口径增长 8%，完成全年预期目
标 974.5 亿元的 100.6%，为全区经济社
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据了解，2016 年自治区地税局积极
应对和化解经济持续低位运行、政策性
减收效应增大等不利因素，采取一系列
有效措施，实现了组织收入预期目标。
自治区地税局把做好税收工作的落脚点
放在全面完成收入任务目标上，并正确
研判整体税收形势，加强对组织收入工
作的领导和调度，组成调研督导组深入
基层和重点税源企业开展调研督导工作，
有效强化了阶段性收入目标的落实。与
国税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营业税“清
税、清户、清欠、清票”的“四清”工作，为

“营改增”按期全面推行奠定了基础。认
真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全面落实税收
执法责任制，坚持依法征收，依法清欠，依
法减免，实现了税款的应收尽收、应免尽
免。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保费征缴体制，优
化征缴系统各项业务功能，完善社保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规费的代
征工作，不断提升规费基金征管水平。

2016 年全区
地税系统各项收入
超1800亿元

□本报记者 郝雪莲

2016 年 12 月 29 日，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滨河街道康城社区互动学习
体验厅，刚刚参加完业委会会议的社
区居民李彩霞正拿着手机在互动学习
机前扫二维码。

“最近要学的新理论、新政策比较
多。社区有了新媒体学习平台，理论
学习更方便了。”虽然是个体户，但作
为党员的李彩霞一直没有放弃学习。
她用手指轻轻触动显示屏点开分类文
件夹，再点开一条条理论、政策，扫二
维码就在手机端看到了文本，觉得重
要的还转发给了朋友。

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以来，康巴
什区创新理论学习理念，在滨河街道
康城社区打造了一处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互动学
习体验厅。学习体验厅占地 400 多平
方 米 ，分 为 宣 讲 学 习 区 与 互 动 学 习
区。宣讲学习区是专家学者、基层讲
师、草根宣讲员开展活动的主阵地，采

用传统宣讲方式，最新最热的理论热
点第一时间在这里与居民见面。截至
目前，已开展六中全会等精神的宣讲
活动 16 场，覆盖群众 3000 余人。与
之相邻的互动学习区则充分融合新媒
体、多媒体资源，体验新的学习方
式。

互动学习区门口放着一台 1 米见
方的大屏幕触摸式平板电脑，这就是
这里的核心学习设备——互动学习
机，里面搭建有理论政策手机讲堂电
子图书馆。康巴什区自主开发的 47本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电子图书是其中一
部分，从习近平总书记解读 《准则》 诞
生过程，到自治区传达全会精神动态，
到康巴什落实全会最新举措等，关于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中央经济工作会等各个层面的会议
精神、理论、政策在这里都有收录。互
动学习机上的电子书充分运用数字、动
漫、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用小故事阐
述大道理，使政策热点变得亲切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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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原来也可以亲切可爱！

□本报记者 于海东

这段时间，乌海市党政领导纷纷离
开机关，深入基层，一边走访调研一边
宣讲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各相关
经济部门深入厂矿企业了解企业生产
运营，帮助化解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排查安全生产和环保隐患。大家形
成一个共识：以自治区党代会精神为指
引，一定要抓住转型不放松，努力实现
有质量的绿色发展。

乌海市委书记史万钧说，蓝图绘就
正逢时，真抓实干马蹄疾。要坚定不移
地把握和遵循“发展”意识和“绿色化”
发展两个原则，强力推进转型发展、项
目建设和民生改善，全力打造自治区西
部区域中心。

记者在乌海厂矿走访中，已深切感
受到乌海人转型发展、加快发展的热潮
扑面而来。

乌海市华信煤焦化有限公司总经
理韩永宽说，过去企业严重依赖资源，
如今正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
指引，依托资源转型发展，液化天然气
和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正在建设中。

在千里山工业园区，内蒙古源通有
限公司 100 万吨焦炭气化制合成气等
焦化企业转型升级项目已基本建成，明
年就可投产。这些项目让乌海由煤焦
生产加工基地向清洁能源生产加工基
地转变成为现实。同时，煤化工产业链

条进一步延伸，煤焦化中产生的煤焦油
等副产品正成为宝贝，吸引了来自环渤
海、长三角等地区精细化工产业企业入
驻，渤海化工、渤天化工等精细化工项
目占地少，效益高。

另一大支柱产业——氯碱化工产
业链条向下游延伸。在乌达工业园区
内，自治区重点工业项目东源科技年产
30 万吨 1，4-丁二醇（简称 BDO）一体
化项目二期工程已开工建设。二期工
程计划投资 83 亿元，主要包括年产 20
万吨 1，4-丁二醇、年产 20 万吨完全可
降解塑料等一系列项目。该项目实现
了乌海煤焦化工和氯碱化工两大支柱
产业的融合互促，通过产业链间的低碳
循环，使该市的煤炭和石灰石等资源身
价倍增。乌海天宇化工集团刚刚从第
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涂料展上归来，该企
业的煤系高岭土煅烧产品受到业界关
注，成为行业内知名品牌。

乌海还在谋求多元驱动型转型，以
陕汽新能源汽车、中钰镁合金轮毂及镁
合金板型材等项目为引领，大力发展新
能源汽车、煤机、化机及零部件等特色
装备制造产业，促进新兴产业规模化发
展。陕汽乌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随江说，要把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提出的守住生态底线发展理念落

实在行动中，企业组织研发攻关，努力
开发适合内蒙古地区特点的矿山用车
和牧业用车，目前已经有样车下线。

为守住发展底线，乌海市以项目建
设为第一抓手着力稳增长、赢先机，强
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冬季行动计划。
目前，正全面加快 2016 年 193 个在建
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已完成投资 29.5
亿元。此外，还为 2017 年计划实施的
157 个新建项目积极准备前置手续，并
储备了 2017 年预计实施总投资约 400
亿元的重点项目 300 余项。全市正掀
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成立了 12 个
招商专项工作组，按领域、产业、地区等
详细分类梳理出的符合乌海招商方向
的重点项目 151 个，集中力量充分利用
好冬季闲暇时间，开展赴外招商。目
前，初步达成意向企业 76 家，新签约项
目 19 个，协议总额 241.66 亿元。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守住
生态底线理念给乌海人带来了深深的
震动，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乌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定要守住生态底线，坚定走好绿色发
展之路。乌海市环保局副局长王东平
说，要以实际行动坚决守住永续发展底
线，就要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强化高新
技术应用，统筹生态治理与绿色循环产

业发展，实现高水平防污治污。
自治区高度重视乌海及周边地区

的环保工作，推动成立了乌海及周边地
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记者采访
中发现，企业不仅按要求进行环保改
造，而且有的企业还主动提标。乌海市
美方煤焦化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全封闭
的煤场，为有效减少煤气净化车间生
产性尾气逸散对环境的污染，还投入
320 万元安装了两套尾气回收装置，
利用负压收集原理实现尾气闭路洗涤
吸收。

站在乌海骆驼山矿区，看着一座座
巨大的自燃矸石山经过治理，逐渐变成
可种植绿化的土山，深切感受到乌海为
绿色发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海南区委书记苏和说，海南区将始
终坚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的发展理念，牢牢守住生态底线，着力
从三个方面推动绿色发展。一是全力
抓好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实施排土
场、矸石山灭火和扬尘治理工程，推动
矿区环境有效整治、空气质量明显改
善；二是严格控制扬尘等面源污染，全
力推进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
强化挥发性有机物处理、燃煤锅炉淘汰
等污染源治理，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推进多污染物
综合防治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三是继
续推进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二
期等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全面构筑
保护区域发展的绿色屏障。

扭住转型不放松 积聚发展新动能
——乌海市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纪实

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1 月 1 日，来自北京的游客正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元旦小长假期间，内蒙古丰富
的冰雪游乐项目，让游客充分体验到冰雪乐趣和当地多彩的民俗文化。

本报记者 通拉嘎 摄

感受冰雪乐趣

本报 1 月 1 日讯 （记者 苏海
峰）近日，记者从伊利集团“READY
FOR TOMORROW”2016 年年会上
获悉，伊利集团今年出资 5000 万元
重奖业绩出色 的 优 秀 员 工 、 团 队 和
经销商合作伙伴。来自全国各地的
伊 利 员 工 、 经 销 商 及 新 西 兰 、 美
国、荷兰、意大利等海外基地的近
10 万员工在现场或以视频形式参加
年会。

2016 年，伊利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和国际化的“双轮”驱动战略，以品质
为信条，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深化管
理创新，建立起覆盖上、中、下游全产
业链的创新体系，实现了与消费者和

产业链合作伙伴共享创新价值。通过
实施“全球织网”战略，伊利编织了一
个包括全球资源体系、创新体系以及
市场体系的大网，其全球战略格局已
基本形成，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由
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 2016 年度“全球
乳业 20 强”中，伊利的排名跃升至全
球乳业 8 强，居亚洲乳业第一；凯度消
费者指数发布的《2016 全球品牌足迹
报告》显示，88.5%的城市家庭购买伊
利品牌 7.8 次，相当于消费者购买伊利
品牌超过 11 亿人次，位列国内快消品
牌第一。前三季度，伊利实现营业总
收入 461.71 亿元，净利润 44.05 亿元，
居行业第一位。

伊利建立起
覆盖全产业链创新体系

习近平就洛伊特哈德就任
2017年度瑞士联邦主席致贺电
百姓小目标 执政大方向
——2017 年民生图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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