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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21 日讯 （记者 戴宏）5
月 21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前，中心组各成员围绕学习主
题，认真进行了自学。集体学习会上，
各成员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性文献，是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行动纲领。要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和实践马克
思主义提出的要求，深刻感悟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不断提高运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
奉者、坚定实践者。

会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最根本的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把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关于内蒙古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
来，努力开创新时代自治区各项事业发
展的崭新局面。

会议还学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强调要充分认
识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确保改
革顺利推进、圆满完成。

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班子成员要
全面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
实新部署的能力，带头担当作为，严格
执行廉洁从政规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自治区政府党组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布小林主持
□本报记者 韩继旺

初夏时节，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
镇北侧阴山上，一支专业造林队正在紧
张作业忙碌着，工人们对新栽植的樟子
松、山榆等林木进行加固、浇水、管护，
昔日的荒山秃岭逐渐披上了绿装。

乌拉特后旗采取生物、工程措施
相结合的方式，宜乔则乔、宜灌则灌，
多树种、多林种配置，提高苗木成活
率 。 截 至 目 前 ，已 在 阴 山 植 树 造 林
3000 多亩。乌拉特后旗林业局局长石
永强说：“我们将重点对阴山南北麓实
施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封禁保护等综
合治理措施，力争到 2020 年让阴山山
脉变成绿树青山。”

从阴山山脉植树现场到乌兰布和
沙漠治理工地，从乌拉山生态修复工
程到乌拉特草原守护行动，5 月的巴彦
淖尔大地天空澄净清新，田野绿波涌
动，一幅生态建设的壮美画卷正在这
片热土上铺展开来。

今年以来，巴彦淖尔市秉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
抓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全力
推进乌梁素海综合治理、乌兰布和沙
区治理、乌拉特草原保护、阴山山脉生
态保护、河套平原盐碱地改造、黄河湿
地保护等重大工程，集中力量抓好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多措并举守牢生态底线，
厚植绿色发展根基和原动力。

这两天，总投资 1.46 亿元的五原
县隆兴昌镇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推进中。据污水处理厂副厂

长刘雄介绍，项目预计今年 8 月底建成
试水运行，届时县城生活污水、工业污
水可以全部得到处理。通过前段预处
理、中间生化处理、末端深度处理等分
段处理工艺，每天可以处理污水 4.4 万
吨，处理后的水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园
林绿化、工业回用和其他设施用水。

今年，巴彦淖尔市点源、面源、内
源污染治理共同发力，集中资金、项
目、力量铁腕治理乌梁素海。

按照点源污水“零入海”的要求，
所有旗县区和开发区年内全部建成再
生水厂，推进工业园区和企业废水循
环利用，中水回用率达到 60%以上，
2019 年底前实现中水 100%回用。

面源治理深入开展控肥增效、控
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四控”行
动，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年内施用有
机肥 400 万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300
万亩，推广使用国标地膜 400 万亩，节
水 1.5 亿立方米，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
15%，到 2020 年减少 30%。

内源治理启动实施网格水道、底
泥疏浚、扩大水面等项目，并加大生态
补水力度，年内完成生态补水 2.5 亿立
方米。

通过综合施策，确保乌梁素海水
质逐年好转，到 2020 年湖区水质稳定
在四类标准，让“塞外明珠”重现苇青
水绿、鸟翔鱼跃的往日风光。

从今年 3 月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
乌拉山受损山体生态修复集中攻坚战
打响。乌拉特前旗采取最严措施进行
整治，全面关停违规违法矿山企业，通
过料堆削坡整形、采坑回填、撒种草籽
和植树造林等方式进行有效治理，计
划用 3 年时间完成治理任务，达到绿色
矿山标准。

4 月份，乌兰布和沙漠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规划通过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专家评审。巴彦淖尔市争取将乌
兰布和沙漠申报为国家级沙漠综合治
理重点实验示范区和京津冀风沙治理
重点地区，利用国家项目资金，通过植
树造林、生态修复、封禁保护、生态移民
等措施，全力推进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
理，努力建成全国沙漠治理的典范。

以五原县 5 万亩示范园建设为重
点，巴彦淖尔市加快实施河套平原盐
碱地改良工程，今年计划改良盐碱地
50 万亩，计划用 5 年时间，投资 128.9
亿元实施 484 万亩盐碱地改良工程，为
全区盐碱地改良积累经验、作出示范。

随着雨季来临，乌拉特中旗新怱
热苏木查干敖包嘎查陶格通种养专业
合作社牧民们利用雨后土壤墒情较好
的有利时机开始补播驼绒蔾苗、沙打
旺、紫花苜蓿、冰草等优良牧草，提高
草地生产力水平和质量。

巴彦淖尔市开展“大美草原守护

行动”，落实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推行
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
促进乌拉特草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与此同时，巴彦淖尔市开展蓝天、
清水、净土行动，加快重点行业脱硫、
脱硝及除尘升级改造工程建设，全面
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实施
重点流域治理工程，确保黄河断面水
质安全、城乡饮用水源地安全、乌梁素
海水质持续稳定好转；实施农业用地
分类管控，严格监管各类土壤污染源，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5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79.2% ，2017 年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为
83%，SO2、PM10、PM2.5 年平均浓度
整体呈下降态势。黄河巴彦淖尔段三
盛公、黑柳子断面水质类别由Ⅲ类转
变为Ⅱ类。乌梁素海和总排干入黄河
口水质保持在Ⅴ类。”巴彦淖尔市环保
局局长尹兆明列举出一组对比数据，
有力地说明了全市环境质量总体向好
的趋势已经显现。

【记者手记】
巴彦淖尔市全面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运用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与
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正在持续好转。

对于农业地区来说，绿色就是底
色，生态就是基调。必须执行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发展的底线、生命线和高压线，
久久为功全力攻坚，消除污染隐患、盘
活绿色资源，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
银山，走出一条绿色产业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新路子。

巴彦淖尔：让天空澄净清新 田野绿波涌动

本报 5 月 21 日讯 （记者 梁亮）
按照自治区政府部署安排，我区已全面
启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
项行动，加快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问题整改。

目前，全区 13 个县级以上城市地
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矢量边界
数据已提交生态环境部，初步完成“划、
立、治”三项重点任务之一的保护区划
定工作。相关盟市对照自治区公示问
题清单中所列的问题，按照“一个水源
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原则要求，
正在抓紧制定环境违法问题整改方案。

按照部署，包头市已完善黄河磴口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界标设立，制作完成
了黄河画匠营子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新
警示牌；赤峰市三座店水库管理局对中
心城区三座店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违建房屋所属人下达
了《关于限期拆除一级保护区违章建筑
的通知》，水利部门对三座店水库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 3 处采砂
洗砂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自治区政府已将水源地整治进展
情况在政府门户网站“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专栏中公开。

我区加快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

5 月 21 日，锡林郭勒
盟太仆寺旗青岛昌盛太仆
寺旗 24 万千瓦光伏扶贫
项目现场，施工人员与太
仆寺旗供电分局的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线路改造。该
项目总投资 2 亿元，今年 4
月 15 日全面开工，预计 6
月 30 日并网发电。项目
覆盖全盟 8 个贫困旗县共
949 户贫困户，将给每户
贫 困 户 每 年 不 低 于 3000
元的补贴，补贴期限为 20
年。同期建设 110 座蔬菜
大棚，帮助贫困户拓展生
产经营渠道。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光伏扶贫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详见第 3 版

本报 5 月 21 日讯 （记者 赵丹）5
月 21 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五届中
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将于 8 月 8 日至
18 日在呼和浩特举行。

本届文化节共包括 10 个板块，包
括开幕式暨开幕剧展演和农牧民文艺
汇演、优秀剧（节）目展演、乌兰牧骑新
作展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
动、主题音乐会、国际国内文化交流展
示、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
交 易 会、草 原 文 化 论 坛、全 区 优 秀 剧

（节）目惠民演出和闭幕式及颁奖仪式、
优秀作品路演。本届文化节内容丰富，
10 个板块里共有 30 余个项目，特点突
出、亮点夺目，秉持着草原文化“尊重自
然、坚守信义、开放包容、崇尚英雄”的
理念，既有传统保留项目，又有创新提

升项目，既有本土项目，又有引进项目，
既切合时代主题又满足人民期待。

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从 2004年
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 14 届，已成为国内
知名的节庆活动品牌。本届文化节是在
自治区上下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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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关于乌兰牧骑事业发展重要
指示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新
形势下举办的一次重大文化活动。本届
文化节更加注重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更加注重
与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化宣传相结
合，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重心下
移和文化惠民，同时在展演内容、办节方
式和惠民手段上进行了创新。

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8月8日开幕

□本报记者 刘宏章

这几天，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家
住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贡呼都格嘎
查的牧民刘红军格外忙碌。5 月 18 日
9 时许，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自
己的牧家游餐馆门口卸载刚采购回来
的蔬菜和羊肉。“一个从四川来旅游的
50 多人的团队，中午要来聚餐。眼下
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早早起床就和家
人忙开了。有现在的好生活，都是政
府创业脱贫好政策带来的。”

刘红军的老房子在腾格里沙漠腹
地天鹅湖旅游区边上，一直以放牧为
生。由于沙漠草场干旱缺水，草场退
化，每年收入除了还贷和供孩子读书，
所剩无几。“我家距离嘎查有 13 公里的
路程，那会儿没有车，出趟门我还得骑
马，交通不便，退牧后又找不到致富的
门路，实在没办法了才搬离了老房子。”
谈起过去的生活，刘红军感触颇多。

搬离牧区后，刘红军在四周嘎查
和城里打些零工补贴家用。由于没有
技术，打工收入也不稳定，他成了贫困
户。面对像刘红军这样的贫困户，阿

左旗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针对贡呼
都格嘎查地处天鹅湖旅游区的实际，
决定依托沙漠得天独厚的资源，大力
发展旅游产业扶持贫困户投身到旅游
三产创业中，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带动
脱贫。在政府帮助下，2014 年刘红军
争取到几万元的脱贫创业资金，他们
一家再次搬回天鹅湖边的老房子，开
办起牧家游。

得益于自然景观秀美的天鹅湖，
刘红军的牧家游一开业就吸引了大批
热衷于沙漠徒步旅行游客，通过为游
客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当年就还清
了贷款还纯收入 4 万多元，刘红军一家
稳定脱贫。

“这里有沙漠，也有水、有草，可以
说是守着个‘聚宝盆’，虽然我的牧家游
起步晚，但是因为景色独特，还是很受

游客欢迎的。今年从 5 月 1 日到现在，
已经接了 30 多个团，游客近两千人。
仅‘五一’小长假 3 天就收入 3 万元，这
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尝到了依靠
沙窝窝致富甜头的刘红军，满面笑容地
说：“我打算再建几个蒙古包，扩大经营
规模，以后的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在贡呼都格嘎查，像刘红军这样
靠发展旅游业就业创业的脱贫致富农
牧民还有很多。嘎查党支部书记张有
柏告诉记者，随着嘎查沙漠旅游业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贫困户看好这一商
机 ，加 入 到 旅 游 产 业 创 业 发 展 大 军
中。仅去年为了帮助 34 户贫困户创业
脱贫，嘎查借助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向
贫困户发放创业贷款 145 万元。同时，
扶持 21 户村民购买了沙漠卡丁车和沙
漠越野车，为游客提供沙漠冲浪服务，

户均年收入可达 1.5 万元。
据记者了解，2016 年以来，阿拉善

盟各级人社、就业服务部门大力实施
就业创业扶贫行动，对全盟核定的劳
动年龄内建档立卡扶贫对象 3019 人，
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
确保不漏一户、不少一人，全力推进贫
困劳动力通过就业创业实现脱贫。截
至今年 4 月底，已有 2945 名贫困劳动
力实现就业创业。

今年，阿拉善盟各级就业部门通过
对全盟确认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9
户 320 人进行严格核查，确定劳动年龄
内的贫困人口 95 人，截至 4 月底，已通
过就业援助和“春风行动”招聘活动送
政策、送岗位、送服务等形式，帮扶54人
就业。“今后还要进一步健全精准扶贫
机制，结合政策帮扶、技能培训、园区建
设、岗位帮扶、精准服务、信息台账‘六
个进村入户’，通过开展政策、产业、岗
位、技能、创业、资金帮扶等活动，全面
提升扶贫对象就业创业能力，促进贫困
劳动者就业创业，努力实现‘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的目标，确保脱贫成果不反
弹、脱贫群众不返贫。”阿拉善盟就业中
心副局长张军说。

阿拉善盟2945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创业

近日，内蒙古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拍摄青春毕业照。
又到了毕业季，同学们穿着学士服，摆出不同的造型和姿势，
用搞笑、自拍等各种方式留下纪念，定格在高校度过的青春
岁月，为自己的青春留下注脚。 王磊 摄

青春毕业照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