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是时代的脉搏，创新驱动是
发展的潮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集众智汇众
力，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

“创新”一词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
的焦点。

创新就像一场靠实力对决的马拉
松，比的就是谁的速度更快、谁的耐力
更 久 。 依 托 创 新 ，传 统 产 业“ 由 黑 变
白”，焕发青春活力；依托创新，新兴产
业“开枝散叶”，勇立时代潮头⋯⋯回
眸过去 5 年，我区创新驱动日益彰显，
不断释放充沛活力。然而，在创新的

“赛场”上，我们的短板仍然不少、存在
的问题依然突出，要想后来居上、弯道
超车，关键看我们能不能牵住创新这
个“牛鼻子”，能不能在这场竞赛中奋
力跑出“加速度”。

跑出创新“加速度”，既要更好转
动科技创新的“轮子”，不断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多下功
夫；又要同步转动体制机制创新的“轮
子”，抓紧修改废止有悖于激励创新的
陈规旧章，坚决砍掉有碍于释放创新
活力的繁文缛节。只有实现科技创新
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创新
激情才会充分迸发，创新之花才会尽
情绽放，创新能力才会加速提高。

最 近 热 映 的 电 影《厉 害 了 ，我 的
国》中，直观地表现了中国车、中国桥
等重大工程、重大科技成果，引发人们
对中国创新成就的集体点赞。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乘
势而上、持续发力，坚定不移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创新路上，我们必将大步
向前。

跑出
创新“加速度”

◎安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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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宏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这对于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全国人大代表代喜院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旅游方面的表
述十分关注，因为他所在的鄂伦春自治旗是自治区旅游重点旗县。“要抓住国
家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机遇，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旅游扶贫产业发展。”代喜院代表说。

我区围绕“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实施‘旅游+’战略，把自治区建成国
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努力做大做强旅游业。2017 年，全区游客总人
数超过 1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增长 20%以上。全区有 3 个盟市和 15 个旗县

（市、区）被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得到了进
一步的推进与发展。

代喜院代表告诉记者，鄂伦春旗作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
厚，是“鲜卑民族发祥地”“狩猎之乡”，有大兴安岭森林生态、拓跋鲜卑历史古
迹、鄂伦春民俗风情、火山地质地貌等多种旅游资源类型，还有鄂伦春篝火节、
鄂伦春冰雪伊萨仁等地域节庆品牌，3 年内已经成功打造了 2 家国家 4A 级景
区。“旗里把旅游业作为‘十三五’支柱产业来推进，下一步将按照国家、自治区
和呼伦贝尔市的部署，继续深入挖掘自然风光资源和民族文化内涵，抓住国家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机遇，启动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引领旅游扶贫产业发
展。”

代喜院代表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区，
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多为贫困地区，建议国家层面加大对少数民
族地区旅游产业项目的支持力度。“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是
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幸福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既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
收入，也有利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

◎本报记者 苏永生

新学期开始了，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西乌兰不浪小学的孩子们又高兴地吃
上 了 每 天 一 个 蛋、一 杯 奶 的 营 养 餐 。
2017 年，自治区农村牧区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全部国贫旗
县，惠及 23.2 万学生。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自治区党
委、政府把民生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政策和资金的精
准性，让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

2017 年，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69.8%，比上年提高 4 个
百分点，民生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
绩：

全区 20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 个
国贫县、13 个区贫县摘掉贫困的帽子。
学前教育入园率达到 90%以上，农村牧

区中小学“大通铺”问题基本解决，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惠及 162.2 万人
次。大学新生资助政策由城乡低保家
庭扩大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惠及
2.1 万名大学生。

城镇新增就业26.1万人，养老、医保、
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保障标准得到提
高，边民补助和高龄津贴有了增加。22.1
万套棚户区住宅得到了改造，2300万平
方米城镇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平安内蒙古建设进一步推进，治安
案件、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整体下降，人
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2018 年，自治区将按照党的十九
大做出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
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一件事接着一件
事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幼儿入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直

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今年，自治区
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400 所左右，扩
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多措并举提高
科学保教水平，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健康
发展。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自治区
提出，全面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任务，
着力解决中小学课外负担重、“择校热”

“大班额”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
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农
村牧区寄宿制学校就餐、洗浴、取暖条
件。实施高中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
自治区提出，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双一
流”建设和内涵式发展，扩大高校办学
自主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
高职业教育水平。优先重点发展民族

教育，统筹发展特殊教育、民办教育和
继续教育。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目前，内蒙古大学已经成为教育部
和自治区合建高校、科技部与自治区共
建的草原家畜繁育省部共建重点实验
室依托单位，生物学入选国家一流学科
建设项目。

社会保障，关乎民生。自治区从不
断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方面精准
发力，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落实养
老、医保、低保和优抚补助政策。提高
边民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范围。落实社
会养老机构补贴政策，做好残疾人救助
工作。

筑起广厦千万间，才能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住有所居的愿望。自治区积极
构建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保障制度。继续加大城市棚
户区、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力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了我国 2018 年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在
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
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着力促进就业创业、稳步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更好解决群众住房
问题、强化民生兜底保障、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
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入手。
自治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推进，
力争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体人民。

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黄河子三组
村民于凤霞去年患脑梗引起心律失常，
住院治疗花费医药费 9497 元，通过贫
困 户 绿 色 通 道 报 销 后 自 己 只 承 担 了
949.7 元，其余的全部由脱贫保障基金

报销。
为了做到大病能兜住、慢病全覆

盖、财力可持续，林西县政府每年财政
预算投入 1000 万元以上，设立脱贫医
疗保障基金，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实现
贫困患者住院个人只需自付总费用的
10%，个人自付单次费用或年累计总费
用不超过 3000 元，慢性病门诊患者个
人只需自付 5%。

2018 年，自治区要紧紧围绕健康
内蒙古建设这一主线，重点抓好 6 件惠
民实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
高到人均 55 元；为贫困人口免费健康
体检；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人有一
张健康卡；自治区互联网医疗项目上线
运行，远程医疗覆盖全部贫困和边境旗

县市；全区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开展预约
诊疗服务；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

巩固扩大公立医院改革成果，深化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基本实现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农民
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的全覆盖。加快
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提高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质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创新医疗服务，支持社会办医，扩大
优质医疗资源供给⋯⋯自治区加快推
进健康内蒙古建设目标明确、措施有
力。

“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
确保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5 万人以上，
扎实做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农牧民
工返乡创业、就业困难人员和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就业帮扶等工作，保持‘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坚决守住重点群体
就业稳的底线。”

这是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提出的今年就业工作思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促进就业
创业，自治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
就业政策，努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的就业和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支持各类人员
返乡下乡创业。

只有创造安全和谐的环境，人民群
众才能安居乐业。自治区在加强城乡
社区治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上下功夫，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和专项整治上出实招，用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与
此同时，下大力气做好国防动员、国防
教育、人民防空和拥军优属等工作，筑
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投入加大政策有力，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

目标明确统筹推进，确保民生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内蒙古如何做？

“万里茶道”上的对话
马蹄声声，古道悠悠；足印串串，

茶香缕缕。
一片“东方树叶”，历经风雨沧桑，

从中国南方产茶区一路向北，穿过蒙
古国，到达俄罗斯，又继续前往中亚和
欧洲其他国家⋯⋯

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武
汉、内蒙古包头⋯⋯这些重要的节点
城市，共同串起了这条繁荣了两个半

世纪的“万里茶道”。
今天，古老的“万里茶道”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这条绵亘亚欧大陆的国
际古商道正重焕生机、再现光华。

唤醒历史记忆，延续昔日辉煌。
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内蒙古日报、
福建日报、湖北日报携手合作，邀请 4
省（区）全国人大代表共话“万里茶道”
的过去与未来。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两会上，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哈斯塔娜说，
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个字句直抵心底，鼓舞努力工作的干劲儿。

哈斯塔娜介绍说：“近年来，我所在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每
年坚持为农牧民演出 100 场。露天演出是我们的常态，草地、白云是我们的舞
台和背景，雷电风雨雪是我们演出时的‘特效’。乌兰牧骑有个口号叫‘观众不
走，演出不停’。不怕苦不怕累是乌兰牧骑的精神。”

2017 年 1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
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接到回
信，队员们欢呼雀跃，表示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办好红色宣传队，用长调、马头
琴、蒙古族舞蹈等，为农牧民群众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哈
斯塔娜动情地说。

哈斯塔娜说，随着农村牧区经济的发展，农牧民越来越渴望丰富多彩的文
化生活。此次参会，她带来了关于坚持办好乌兰牧骑全国先进团队的表彰大
会暨展演活动的提案。她建议，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要坚持办好乌兰牧骑全国
先进团队的表彰大会暨展演活动，并将其确定为 3 年一届的固定活动，更好地
发挥乌兰牧骑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文化惠民服务深入开展。

代喜院代表：
立足地区优势 推进全域旅游四季旅游

哈斯塔娜委员：
坚持办好乌兰牧骑展演活动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我国基本国
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群众最关切最
烦心的事一件一件解决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生活随着国家发展一
年比一年更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务实为民的话语、铿锵有力
的承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民本情怀，让内
蒙古各族群众倍感振奋。

目标催人奋进，落实需要行动。
自治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

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入手，突出政策
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办事出行更加
便捷，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更有
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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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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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阿拉坦仓建议：国家加大对内蒙古等
少数民族地区均衡性、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
性转移支付规模，力争达到并超过全国平均增速。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张利文就完善农村环境
保护政策建议：加大扶持力度，出台补贴政策，引导
农户主动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秸秆利用
率。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