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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5 日讯 （新华社记者
陈菲 本报记者 刘晓冬）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在内蒙古自治区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
施情况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夯实责任为抓手，推
动大气污染防治法全面有效实施，持之以
恒建设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人
民群众享有更多蓝天白云。

2日至5日，栗战书率领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先后到呼和浩特、包头和
鄂尔多斯实地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
情况。在电力、钢铁、煤炭、化工、新能源
汽车等企业，栗战书深入厂矿车间详细了
解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和节能减排情况。
他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
展方式问题。要坚持绿色发展，实行源头
治理、综合施策。一方面在治理现有污染
上下功夫，大力整治排放不达标企业和

“散乱污”企业。另一方面在控制排放总
量上下功夫，制定中长期规划，大力调整
产业、能源结构，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这篇大文章。

栗战书十分关心群众冬季清洁取暖
问题，专程来到社区查看燃煤改造设施，
走进居民家中询问集中供暖情况，到企业
了解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他强调，
污染治理措施和成效要听取群众意见，看
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
解决群众清洁取暖问题，用好集中供热和
气、电、光热等多种替代方式，减少散煤燃
烧污染，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栗战书来到风沙源生态治理
工程现场查看防沙固沙成效，并到自治
区环保厅检查环境监测监控等工作。
他强调，内蒙古要把保护好生态环境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践行“塞罕坝”精神，
艰苦奋斗，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京津冀
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加强
荒漠化治理、湿地保护和污染防治，在
祖国北疆构筑起一道万里绿色长城。

栗战书分别主持会议与五级人大代
表和群众代表座谈，听取内蒙古有关方面
情况汇报，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看望
工作人员。栗战书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
出了全面部署。要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
治责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记在

心里、扛在肩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栗战书指出，大气污染
防治法每一条都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每一
条都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期盼，每一条都意
味着责任担当。要让法律深入人心，成为
污染治理的有力武器，确保法律规定的政
府责任、企业责任、公民责任落到实处，坚
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的情况。要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
用，及时反映群众呼声，集中人民智慧，推
动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执法检查组还对部分企业和工地
进行了突击暗访，对有关部门负责人开
展了法律知识问卷调查。

汇报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说，栗战书委员长带
队来内蒙古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对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

次“把脉会诊”，更是一次有力促进，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内蒙古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学笃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实际行动向习
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要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新发
展理念，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着
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积极构建生
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坚决打好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
绿色长城。要严肃认真对待执法检查，
主动诚恳接受“法律巡视”，以“不放过”
的精神和“不贰过”的态度抓好检查组
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举一反三、堵塞
漏洞，切实用法律武器护卫蓝天白云，

不断提升百姓蓝天幸福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汇报了内蒙古大气污染防治立
法与监督工作情况。自治区副主席欧
阳晓晖及自治区环保厅、发改委、经信
委、住建厅负责人汇报了我区贯彻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法工作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虎城，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
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驷参加执法检
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宋锐参加执法检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翟青一同参加。

自治区领导张院忠、云光中、罗永
纲、李荣禧、杨伟东等分别参加相关活
动或座谈。

栗战书在内蒙古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强调

持之以恒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厉行法治确保百姓享有更多蓝天白云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刘晓冬）
4至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纪恒来到大兴安岭火灾扑救前
线，亲切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干部职
工、参战官兵和扑火队员，研究部署火
灾扑救工作，强调要拿出战天斗地的勇
气和决战决胜的信心，坚决打赢扑火救
灾歼灭战。

这次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扑救得怎
样，李纪恒高度重视、时刻牵挂。4日下
午，他从鄂尔多斯紧急驱车赶回呼和浩
特，并立即乘机飞往海拉尔。一下飞
机，他又马上乘车连夜赶往根河市，听
取火情动态和防控情况汇报，研究扑救
工作。

5日一早，李纪恒来到金河镇，慰问
整装待发的森警扑火官兵，叮嘱他们要
再接再厉、科学扑救，注意安全、防止意
外，为扑灭火灾作出应有贡献。他走进
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前进指挥所帐篷，
仔细了解灭火作战态势。随后，他在汗
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持召开
会议，深入研究部署火灾扑救工作，决
定成立扑火联合指挥部。

李纪恒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这次森林火灾扑救工作，能不能打
赢这场歼灭战，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组
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也考验我们的大局
意识和责任担当。要切实做到思想认识
到位，深刻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把
做好扑火救灾工作作为践行“四个意识”
的具体行动，党政军警民同心协力、竭尽
全力，务必尽快扑灭火灾，最大程度减少
因灾损失，保护好大兴安岭这片绿色林
海。要切实做到组织领导到位，各有关

方面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行动一致、步
调一致，形成一盘棋、汇成一股劲。要切
实做到指挥调度到位，科学扑救、统筹调
度，特别是要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坚决防止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要切实做到服务保障到位，各有关方面
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火灾

扑救提供坚强有力支援。要切实做到协
调联动到位，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和有
关部队的联络协调，积极争取支持帮助，
密切同黑龙江省的沟通协作，联手打好
扑火歼灭战。要切实做到分析反思到
位，举一反三、惩前毖后，严格落实防火
责任制度，加强防范预警工作，常态化地

抓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期间，李纪恒还致电黑龙江省委书

记张庆伟，共同商议联合扑灭火灾有关
事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树铭、
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武警森林指挥部
参谋长彭小国参加慰问并出席会议。

李纪恒在大兴安岭火灾前线研究部署扑火救灾工作时强调

同心协力 竭尽全力 尽快夺取扑火救灾全面胜利

本报乌兰察布 6月 5日电 （记
者 霍晓庆）6月 5日，在京蒙劳务协
作专项扶贫行动签约仪式暨京蒙劳务
协作座谈会上，北京市16个区分别与
我区31个国贫旗县签订了《京蒙劳务
协作扶贫行动协议》。按照协议，北京
16个区将帮助我区国贫旗县有转移意
愿的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并协助我
区输出人员开展职业培训，提供职业
指导帮助，推动我区脱贫攻坚。

京蒙劳务协作专项扶贫行动是促
进我区深入实施京蒙对口帮扶、开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的重要举
措。自治区人社厅作为全区推进脱贫
攻坚的16个行业部门之一，一直持续
深入推进就业脱贫工作。去年，北京
市人社局和自治区人社厅签署了家政
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协议，通过组
织大型招聘会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我
区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此次签约，
京蒙两地人社部门进一步在工作机
制、供需对接、用工服务、岗位培训、交
流协作方面达成了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我区签约地区负责

摸清本地区有转移就业意愿和能力的劳
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基本
情况、就业意愿及培训需求，形成求职需
求清单。北京签约方将根据求职需求清
单，组织发动管理规范、岗位适合、待遇较
好、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定向筛选和开
发岗位，形成岗位供给清单。最终签约双
方建立区域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分析、
评估和定期发布制度，通过举办劳动力信
息推介会和用人单位招聘会等形式，实现
人力资源与岗位需求有效对接。

北京签约方将组织企业做好接收
工作，指导企业根据劳务输出人员技
能情况和岗位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
各类技能培训，帮助劳务输出人员尽
快适应岗位要求。并引导企业与劳务
输出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合同，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时支付劳动报
酬，保障输出人员合法权益。

我区还将对达成转移就业意向的
人员开展输出前的务工常识、劳动纪
律教育、体检等准备工作，有条件的地
方还将集中组织输送或给予劳务输出
人员一次性交通补贴。

北京市16个区与我区31个国贫旗县
签订劳务协作扶贫行动协议

本报锡林郭勒 6月 5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6月5日早上5点，在
苏尼特右旗赛罕乌力吉苏木白音哈拉
图嘎查，随着一架满载籽种的飞机起
飞，锡林郭勒盟2018年京津风沙源治
理二期工程飞播造林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我区飞播任务面积为19.5万亩，
其中锡林郭勒盟为12.5万亩，占全区飞播
造林任务的60%。该盟今年将在正蓝旗、
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等5个旗县重点

沙源地飞播造林。飞播树种主要为扬柴、
花棒、柠条等6种，预计起飞220多架次。

作为此项工程重点任务地区，苏尼
特右旗首次尝试采用活性微藻营养液、土
壤修复液与飞播植物种混播的技术，有效
提升荒漠地区飞播植物成活率，以达到改
善土壤条件的目的。

统计显示，从2000年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实施以来，该盟已累计飞播
造林近530万亩，生态修复效果显著。

锡盟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飞播造林全面展开

6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内蒙古自治区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这是
6月3日，栗战书在包钢集团了解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情况。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6月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呼伦贝尔市根河市金河镇，走进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前进指挥所帐
篷，仔细了解灭火作战态势。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乌兰察布 6月 5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记者从乌兰察布市政府
了解到，自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向自治区
反馈督察意见以来，该市高度重视，成立
了专项整治推进领导小组，明确责任，细
化措施，突出成效，逐项抓好整改，不折不
扣地按时完成问题整改工作。截至目前，
反馈意见涉及该市的17项问题中，5项
已整改完成，12项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正
按照既定时限持续整改。

该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和整改
要求上来，自觉把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解决问
题的有效对策和推动环境改善的实际
成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
任常务副组长的强化落实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问题台账，将反馈的17个问题按
照立行立改、限期整改、持续整改3大
类细分为133项整改事项，逐一明确
责任单位、责任人员、整改目标、整改
措施和完成时限，并强化督促检查、强
化责任追究。自2016年 7月以来，全
市各级环保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367件，共处罚金1878.0211万元，真
正起到了处理一批、警示一批的效果。

乌兰察布市环保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本报记者 马少林 张文强
李玉琢 苏永生

“看，这就是我家的蔬菜大棚。”大
杨树镇北部村贫困户张亚凡的蔬菜大
棚就建在她家院子的西侧。走进棚
里，一股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一株株
绿油油的黄瓜秧苗长势喜人，有的已
经悄悄地爬上了竹架。

“建这个蔬菜大棚政府补贴了5000
元，我基本上没怎么花钱。”张亚凡说，再
过几天，黄瓜就可以上市了。有了这个
蔬菜大棚，每年就有了固定收入，弄好了
一年收入1万多元没问题。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是典型
的国家重点林区，旗委、政府在实施脱
贫攻坚过程中，紧紧把握林区这一特
点，以生态建设、发展林下经济为中

心，助力脱贫攻坚。
鄂伦春自治旗林业局积极争取呼

伦贝尔市林业局项目补贴资金，大力
实施“菜篮子”扶贫工程，以先建后补
的方式为300多户贫困户建了蔬菜大
棚，并帮助贫困户与当地几家大型连
锁超市签订了供销协议。

张亚凡将她的后院也改造成了自
己的“产业园”，不仅圈起了养羊场，还
盖了猪舍和鸡舍。去年，她从鄂伦春
自治旗大杨树镇兴安绿康公司领回的
5只基础母羊，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9
只。按照帮扶协议，一年后，张亚凡只
需返还给公司3只成羊即可。

“现在的政策真好，干啥都有补
贴！养猪每头补贴500元，养鹅每只
补贴30元。”张亚凡说，今年她还养了
6头猪、40只大鹅，到年底也能收入大
几千元。 ■下转第2版

“现在的政策真好，干啥都有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