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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
面临重要机遇。我同特朗普总统通过
通话和通信保持着良好沟通。我们都
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
作伙伴。只要双方坚持这个最大公约
数，中美关系发展就有正确方向。希望
双方按照我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共识

和精神，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
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妥善
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在
新起点上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对两国、对
世界都很重要。双方要本着对历史、对
子孙负责的精神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发
展方向。要加强战略互信，增进对彼此
的认知。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
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要从长远和

战略角度看待中美关系，拓展合作领
域，实现互利共赢。要加强地区热点问
题上的沟通和协调。要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
定。要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蒂勒森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
平主席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高度重
视同习主席的通话联系，期待着尽早举
行两国元首会晤，并有机会对中国进行

访问，为美中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
定方向。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
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加强美中
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
战。

习近平请蒂勒森转达对特朗普总
统的问候，并欢迎特朗普总统来华访
问。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
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弯碧水映
晚霞……”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唱出了我区千里草原的无限风光，也唱
出了人们对于绿色草原的无限眷恋。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态
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潜力。守住生态底
线，符合中央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
求，顺应各族群众对美丽生态环境的期
盼。唯有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才
能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

在我区生态环境保护“进则全胜、
不进则退”的历史关头，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守住生态底线，还需推进生
态修复和环境保护，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持“点上开
发、面上保护”，不能让总体的好转掩盖
局部的问题；注重“追求总体好转、重点
治理局部”，坚持开发与治理并重，谁开
发谁恢复，边开发边治理，绝不能出现

“开一处矿山、毁一片草原、损一方生
态”的现象。

守住生态底线，就是坚持美丽与发
展双赢，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

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具体
来说，就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促进绿色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
农牧业现代化融合互动，加大主体功能
区战略实施力度，加快转变资源开发利
用方式，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为我
区经济转型升级增添“绿色动力”。

守住生态底线，不仅仅是保护树木
花草，而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根本
转变，是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变革，需
要制度作保障，需要文化作支撑。一方
面，我们要继续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等制度建设，推动生
态保护建设工作全面步入法治化、制度
化轨道；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培育发展
生态文化，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崇
尚生态文明、共促绿色发展的社会风
尚。双管齐下，使政府层面的制度建设
和个人层面的具体行为实现良性互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守住
生态底线这事儿上，全区各级各地一定
不能算小账，要以全局眼光算大账、算
长远账，为各族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银行”，为保障“三北”乃至全国生
态安全多作贡献。

守住生态底线
——三谈以实干贯彻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农博会助力农牧业
参 展 商 向 参 会 市 民 介 绍 玉 米 种

子。为加快推进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
农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2017年
第 20 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日前在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
产品涵盖农资、节水灌溉、苗木花卉、航
空植保、农牧业装备、农畜产品、金融服
务七大领域，共计 860 余家涉农企业携
新产品、新技术亮相农博会。

本报记者 王磊
实习生 图们 摄

本报3月19日讯 巡视监督的威
力就在于震慑，震慑效果强不强关键看
整改。目前，自治区党委派出12个督
查组，对3个盟市、25个旗县（市、区）和
自治区5个政府部门、2个群团组织、2
个事业单位、7所高等院校、4家国企等
48个被巡视党组织落实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情况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项督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高度
重视巡视工作，通过 12 轮巡视，发现

“四个着力”“六项纪律”“三大问题”等
方面问题3300多个，巡视震慑作用得
到有效发挥。巡视意见反馈后，多数党
组织把抓好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做
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但也有一些党
组织对巡视整改重视不够、部署不力、
办法不多、成效不彰。中央要求各地要
加大巡视整改督查力度，推动巡视问题
全面整改到位。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
巡视整改工作，明确要求对巡视整改问
题跟踪问效、揪住不放，避免“烂尾”现
象，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
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开展这次
巡视整改督查，就是为了贯彻中央和自

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摸清整改
工作底数、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促进巡
视成果最大化。

12个督查组按照自治区党委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被
巡视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巡视反
馈问题整改、移交问题线索处置和巡视
整改建章立制等四个方面情况，紧盯

“关键少数”、紧盯重点问题、紧盯实际
效果，进行聚焦扫描、“把脉会诊”，同时
对上一轮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通过与1407名党员
干部个别谈话、召开47个座谈会、发放
3399份调查问卷，以及查阅大量资料、
延伸有关地区单位深入了解等，截至目
前，已发现34个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不
到位问题196个。对此，督查组严肃提
出了再整改要求，充分体现了巡视监督
的韧劲和严肃性，对提高巡视整改成
效，对为中央巡视组在我区开展巡视

“回头看”提供支持，对推动政治巡视向
纵深发展，发挥了有效促进作用。

目前，巡视整改专项督查工作仍在
进行中。 （巡视办）

自治区党委派出12个督查组

对48个党组织开展
巡视整改专项督查

点题：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有力
支撑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升级。而在
自治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上，也提出
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好投资增
加需求、改善供给的结构效应。

赤峰市委七届二次全会提出，要
抓住政策机遇，重点做好“钱由谁来
投”、“钱从哪里来”、“投向何处去”这
三篇文章，创新投融资模式，实现扩投
资、上项目、稳增长的目标。

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庞大的社
会资本。当前，正值国家融资政策的
窗口机遇期，赤峰市能够抓住机会，创
新多种投融资模式，打政府投融资的
组合拳，提振了经济增长的信心。这
种探索不仅需要锐意创新的智慧，更
需要解放思想的胆识和勇气。

点评：

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一线报告

□本报记者 徐永升

2月21日，赤峰市召开金融发展
大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会议专门请
中投证券和深交所中关村培训基地
的专家作专题讲座。如何创新融资
工具？怎样推动企业上市？专家们
的精彩讲解，让干部们听了十分解
渴。会上，赤峰市政府还分别与内蒙
古证监局、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签订
了资本市场合作备忘录和战略合作
协议。

“这次金融发展大会，就是为了
更好地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
和项目建设的引领作用！”市委书记
毕力夫在会上发出了扩投资、稳增长
的动员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
金融兴，则百业兴！”市长孟宪东对赤
峰金融产业发展寄予厚望。

“十三五”期间，赤峰市重点项目
投资的目标是1.3万亿元，投资年增
长13%。要想啃下上项目、稳增长这
块“硬骨头”，必须先解决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今年，市里通过信贷融资，
力争信用贷款的余额突破 1600 亿
元。在此基础上，全市打出了金融改
革创新的组合拳：组建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推动企业上市直接融资、
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做大PPP投融资
的规模。

张国丛，赤峰城建集团公司董事
长。这个刚刚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的掌舵人，深知唤醒沉睡国
有资产的潜力所在。去年年末，集团
整合了上到市党政综合大楼，下到旗
县区国有土地、林地等资产和资源，
资产总量从原来的176亿元一跃到了
718亿元。今年，集团计划融资 150
亿元，用于棚改、城市基础设施等公
共项目建设。

“这次新组建的城建集团，不再
是政府的内设部门，而是具有独立经
营能力、承担自负盈亏责任的独立法
人实体！”张国丛坦言，这次集团的改

组，从国有资产监管的角度看，政府
实现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
变；从管理体制上看，实现了政企分
开，集团完全能按市场化的方式，进
行投融资和经营管理。

去年年末，赤峰市通过“市旗一
体、合并报表、统分结合”的方式，组
建了城建集团、交通集团、文旅集团、
兴农集团四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按着行业领域，集团将相关企业
的股权、相关单位的资产、资源进行
了整合。五指并拢成拳，提高了集团
的融资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目前，
四大集团的资产总额已达到1758亿
元。市里立足于这些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设立了 11支产业引导基
金，资本规模近400亿元。全市的投
融资渠道由此豁然打开。

新年伊始，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企业在北
京举行了新三板挂牌上市敲钟仪

式。企业董事会秘书潘永强算了一
笔账：这次企业新三板上市赤峰市奖
励50万元、自治区奖励50万元，在新
三板融资后还能得到融资额的1.5%
的奖励；要是在主板上市，还会得到
2400万元的奖励，如果外埠企业将注
册地迁入本市后上市，这笔奖金将达
到3400万元。

潘永强所说的奖励，是赤峰推动
企业上市挂牌的举措之一。赤峰抢
抓贫困地区企业上市绿色通道的契
机，对重点入选企业进行领导帮扶、
股权介入、项目倾斜、政策激励、对外
推介、智力引导，推动本地企业在多
层次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到2020
年，全市主板上市企业力争要超过10
家、三板50家、四板超过500家，资本
市场融资突破200亿元。

赤峰市副市长黄国文介绍，去
年 12 月市里召开了拟上市企业专
家评审会，筛选出 24家企业进入拟
上市企业项目库，这次金融大会市
里公布了帮扶这 24 家企业的市级
帮扶领导、部门责任人和旗县区责
任人， ■下转第2版

投融资创新 激活一池春水
——赤峰扩投资稳增长见闻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高空大型游乐设施。海贝尔游乐园业态改造升级项目，是赤峰市首个落地的PPP项目。目前，这个
总投资1.8亿元的项目，已完成投资1亿元。 本报记者 徐永升 摄

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十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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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本报鄂尔多斯3月19日电 （记者
王玉琢）“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这句广
告词，让人们记住了鄂尔多斯，这里丰
富的资源，更让万千创业者纷至沓来投
资兴业。

“羊（羊绒）、煤、土（高岭土）、气（天
然气）、风（风能）、光（太阳能）、好（旅
游），草原文化甲天下”。鄂尔多斯这座
以资源起家的城市，始终把营造优良投
资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打造
环境磁场，筑就投资洼地，目前正在创
新引领、绿色转型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2016年，鄂尔多斯共引进项目200
项，总投资 590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9.5亿美元，总量居自治区第一；进出
口贸易额增长80%，成为自治区唯一全
国外贸百强城市。

投资是经济增长第一动力，重大项
目是推动经济发展第一抓手。按照自
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鄂尔多斯积极
引进清洁能源、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
业、战略性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

服务业、现代农牧业等投资项目，主动
融入呼包鄂，为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再
发力，对项目全力抓紧抓实抓好。

今年，鄂尔多斯市把优化发展环境，
招商引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启动“重大
项目建设年、全民招商引资年和优化环境
问责年”活动，进一步强化企业家主体意
识。继续实行市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机
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地难、融资难、招工难
等问题；继续推行各项扶持措施，帮助企
业做大做强；继续推进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吃、住、行和文化体育等设施
配套，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与此同时，该市全力加快铁路网、公
路网、航空网、市政网、水利网、能源网、信
息通信网“七网”建设，主动对接、全面融
入呼包鄂协同发展战略，打造呼包鄂中心
城区1小时快速铁路圈和2小时公路圈。
呼包鄂动车开通运行，鄂尔多斯机场升级
为国际机场，国际航空口岸正式对外开
放，经济发展驶进“快车道”。

■下转第2版

鄂尔多斯：筑巢引凤再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