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5-0002 邮发代号：15-1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今日4版第25107期

2018年4月1日
戊戌年二月十六 星期日

■详见第3版

建千秋之城
办国家大事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一周年纪实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刘江）
31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会。自治区党

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主持会
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 2018 年工作要点、《内蒙古自治区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

区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的决
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罕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议、关
于批准《乌兰察布市岱海、黄旗海保护
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鄂温克族自
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鄂温克
族自治旗立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名单。

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人事任免事
项。

李纪恒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
书，新任命人员集体向宪法庄严宣誓。

李纪恒指出，今年是自治区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的开局之年，各位组成
人员和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
一届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定位，按照今
年的工作安排，聚焦聚力，主动作为，
认真行使职权，依法履职尽责，不断增
强人大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副主任王波、吴团英、李荣禧、
廉素、和彦苓，秘书长施文学及常委会
委员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艾丽
华、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琪林
列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闭会
李纪恒主持并颁发任命书

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等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刘江）
31日下午，全区人大立法工作会议在呼
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纪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
实做好地方立法各项工作，更好发挥立
法对发展改革的引领、保障和推动作
用，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
梦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李纪恒指出，做好今后五年的全区
人大立法工作，要增强“四个意识”，把
牢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立
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要自觉把立
法工作放在全区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
推进，着力抓好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等
重点领域立法工作。要抓住提高地方
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在体现地方特
色上下功夫，坚持进度服从质量，遵循

立法工作规范，精雕细刻、打造精品。
要健全坚持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体制
机制，发挥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
用，形成立法工作合力，加强立法工作
干部队伍建设，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李纪恒还就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
实施宪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张建民就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特别是

支持和配合人大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讲
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主持会议并就做好本届人大立
法工作讲话。

会议聘任丁鹏等20位同志为自治
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顾问。

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
主任刘奇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波、吴团英、李荣禧、廉素、和彦苓，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琪林出席会议。

李纪恒在全区人大立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扎实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为现代化内蒙古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
——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下行
压力，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至82.7万亿元，
年均增长7.1%；结构不断优化，韧性不断增强，活
力不断释放；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亮眼的数字背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之变、
结构之变、动力之变越发意味深长。

伟大实践源自科学决策的指引。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16次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全方位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发
展，不断开辟新境界。

从议事机构到决策机构——十八届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成为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平
台，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驾驭
经济能力

2014年 6月 13日晚，新华社一篇关于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的通稿引发关注。这是十
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当天，中南海怀仁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首次亮出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

中国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
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
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这是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先机的奋起一跃。

“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
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香港《大公报》网站刊文称，此次会议将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一起提升至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显
示中央的动作和决心很大，其背后有着推动中国经
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深切意涵。

这次会议本身，则让外界感受到了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的非同寻常——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
自担任组长并主持会议。

此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鲜有公开披露。外界
好奇，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经济工作，一直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就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形式
之一。

1980年 3月 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正式成
立，成为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机构。

2013年 4月 17日，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举行，宣告新一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
立。

这次会议研究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规
则》，讨论了今后一个时期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的主要
内容，强调要充分发挥财经领导小组在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领导中的作用，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了新一届财经领导
小组的定位——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委
托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的机构。

从议事机构到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定
位之变，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
经济工作领导的高度重视。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谋划好新时代中
国经济发展，关键在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层级之高，凸显这一
决策机构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组长，国务院总理担任副
组长，成员由党和国家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组成。每
次会议根据议题，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
门、地方负责同志列席。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工作。
大事难事见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关口重重，荆棘丛生。
从2013年春天，到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势，高瞻远瞩科学谋划，先后召开了16
次会议，研究了25项重大议题，提出了400多项任务和措施。

16次会议议题，件件凸显“重大”——
聚焦的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和政策、重大战略和规划、国民经济生

产力重大布局的原则和措施。
每一次会议的议题，都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心谋划、深入调研、反复研究、深思

熟虑后亲自确定的。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对每一个议题，他都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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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戴宏）3月
29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布小林与商务部部长钟山，就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部区合作在
北京举行工作会谈，并签署了关于建立合
作机制的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商务部将在市场体系建设、现
代流通体系发展、特色品牌培育和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大对我区支持力度，
促进我区内贸流通创新发展。同时，支持我

区发展外贸新业态、边境贸易、加工贸易和服
务贸易，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加快“走出去”步
伐，发挥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的积极作用，深
化商务领域扶贫工作，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商
务人才队伍。双方成立合作机制领导小组，
由布小林、钟山共同担任组长，建立定期会晤
制度和专题会商制度，加强协作联动，凝聚改
革发展合力，共同推动我区商务事业实现新
发展新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副主席张韶春参加会谈及签约。

自治区政府与商务部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布小林钟山代表双方签约

本报赤峰 3月 31日电 （记者
王塔娜）3月 30日上午，由国家科技
部和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科技
厅和赤峰市政府承办的2018赤峰·中
国北方农业科技成果博览会在赤峰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我国20多
个省市及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
1400多家客商参展。与往届相比，
本届农博会规模更大、层次更高。

本届农博会以“强化科技创新
驱动 支撑引领乡村振兴”为主题，
主会场设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两
个分会场分别设在赤峰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核心区和赤峰天虹花卉市

场。主会场室内展区面积近 2万平
方米，分为ABC区及水晶厅 4个展
区，分别为国际和各省市自治区展
区、产业和行业展区、内蒙古各盟市
展区、生态景观及农业高新技术成
果展区；室外展览面积近7000平方
米，设 3 个展区，分别为农机展区、
优质畜禽展区和农资展区。

农博会会期3天，期间将举办农
牧科技成果展览、“用人工智能建设
美好世界”科技论坛、“创新引领，培
育增长新动能”高层次科技论坛、京
蒙科技合作对接会、科技合作签约
仪式等活动。

2018赤峰·中国北方农业
科技成果博览会开幕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窗明几净，宽敞舒适，布局合理，每
天门诊量超过550人次……历经10多
年的筹划建设，随着科右前旗医院实现
整体搬迁，昔日被群众吐槽的“看病难、
停车难、等梯难”等已成为历史，也标志
着科右前旗医疗卫生事业迎来重要的
发展转折点。

“以前看病真是难，老伴挣点钱都
给俺看病了。现在有了新农合，卫生院

条件也好了，还有家庭医生随时家访，
党的政策真是好！”科右前旗乌兰毛都
苏木勿布林嘎查牧民金花说起如今就
医环境的点滴变化，满足之情溢于言
表。

近年来，科右前旗实施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
诊疗机制，明确“两增两降两全两不限
四提高”的具体政策措施，形成了贫困
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
兜底保障相互衔接的“三保障一兜底”
的综合医保体系。

俄体镇80多岁的村民刘宝财住在
离村卫生室10多米的路南，因为老毛
病需要经常输液，他深有体会地说：“以
前生病得到10里之外的乡卫生院，费
时费力更费钱，自从有了村卫生室，村
里人生病了，都到这里来，和以前相比
真是天上地下，有这么好的条件，让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真是件天大的好
事。”同时在输液的几位老人也纷纷表
示，现在看病容易许多，这样的卫生室
在当地已建成20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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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一兜底” 让群众病有所医

3月31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主持
并监誓。图为新任职人员在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记者 刘志贤 见习记者 杨婷

在见到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春燕前，记
者曾一次次想：这位 2001 年考上大
学、2011年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并赴
美知名高校进行博士后研究、2017年
归国的女博导究竟是什么样子？唯一
敢肯定的是：她一定是传说中“别人家
的孩子”——“学霸”。

敲开王春燕实验室的门，里面正
有5个“白大褂”在做实验。说明来意，
其中一位梳着干净利落短发、戴眼镜、
满脸书生气的“白大褂”脱下胶皮手套
后跟我们握手：“我是王春燕，不好意

思，戴手套手有些捂出汗了。”如果不
是在采访前看过她的照片，我们一定
会以为她跟其他4个“白大褂”一样都
是学生。“在校园里走走，肯定没人把您
跟博导这个身份联系起来，看上去您更
像一位学生。”我们的采访开始了。

没错，1983年出生的王春燕实在
与我们一贯对高校教授级人物的印象
相差甚远。实验室里，她的博士生李
培培与她同龄。李培培说，王老师的
专业造诣很高，很幸运能成为她的学
生。作为王春燕的第一位博士生，李
培培的确很幸运。王春燕2017年4月
以“骏马计划”引进人才的形式加入到
内蒙古大学，创建实验室，组建科研团
队，开展核酸纳米组装、核酸热力学等
方面的研究。在今年2月公布的第14
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名单中，
王春燕入选。近年来，她的多篇论文
以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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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科研的“80后”女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