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施佳丽
郑学良 韩雪茹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曾
经寂静的山塆，从 2017年 7月开始，

“长”出一个亮丽的移民新村。
青砖灰瓦、亮堂堂的红门，200套

新楼房整齐排列，这个占地114亩的
新村，手工坊、村史馆、服务大厅、生活
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原来
家里的一间土窑住了四辈人，地也是
坡梁旱地，做梦都想搬出去呀！哪里
能想到现在只需要掏3000元押金，就
能住上这漂亮的新瓦房，厨房、卫生
间、前后院都有，心里太满足了！”搬到
这里的贫困户牛玉何感慨地说。

不光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可发
展。为了能让贫困农牧民告别恶劣的
生存环境，过上宜居新生活，清水河县
从顶层设计、纵深推进到基础布局不断
创新思路，以韧劲和狠劲做好加法，积
极探索精准扶贫新模式。尤其是在“三
种五养一旅游”产业脱贫“新配方”的带
动下，去年直接带动脱贫1288人。

“早就听说养奶牛挣钱，可是咱不
会养，又没有本钱呀。”牛玉何已经60
多岁，患上支气管炎后，本来就没多少
收成的 10 亩坡梁旱地也打理不成
了。老两口哪有多余的钱买奶牛？

帮扶干部告诉他：“你家的情况我
们都了解，奶牛你不用掏钱，我们用扶

贫资金帮你买奶牛，再放到养殖场托
管，平时啥心都不用操，啥事也不用
管，年底等着分红就行了。”弄明白托
养模式后，牛玉何爽快地同意了，他签
了1头奶牛和50只土鸡的托养协议。

在清水河县的托养菜单上，贫困
户还可以选择托管肉羊、肉驴、奶山
羊、土鸡。这样一来，企业扩大了养殖
规模，还可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
策。贫困户避免了建圈舍、学技术等
难题，直接享受年底分红，风险小、收
益稳。同时，玉米青贮能就地转化，可
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的种植热情。

“对有生产经营能力和发展愿望
的贫困户，我们通过以蔬菜、小杂粮、
经济林和肉羊、肉牛、肉驴、奶山羊、土
鸡养殖以及生态旅游为主的‘三种五
养一旅游’模式进行菜单式扶贫，由贫
困户自选1至2项产业，验收通过后给
予专项扶贫资金补助；对无生产经营
能力的贫困户，就实施托养式产业扶
贫。”清水河县扶贫办项目股股长苏雄
光介绍道。

脱贫攻坚，产业是根。清水河县
一方面“帮眼前”，实施短期能见效的
养殖产业，综合考虑贫困人口的实际
需求、劳动能力大小和经营水平高低
等因素，对贫困户给予“菜单式”扶持；
另一方面“扶长远”，大力发展长期收
益的林果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主抓
产业培育，努力实现产业扶持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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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配方”的魅力
——清水河县精准扶贫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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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7月15日就巴基斯坦发生严
重恐怖袭击事件致电巴基斯坦总统侯赛

因，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
者及遇难者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

同敌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
谴责。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基斯坦人民

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基斯坦为打击恐
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所作的努力。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

□本报记者 王玉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作出了全面部署。近日，就鄂尔多斯市
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好《意见》精神，记者
采访了该市副市长李文忠。

李文忠说，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认
真贯彻中央、自治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污染防治作为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健全
环境保护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大气、水、

土壤环境综合整治，环境质量得到持续
改善。

当记者问到鄂尔多斯市下一步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思路、具体举措和总体
奋斗目标时，李文忠表示：鄂尔多斯市
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大会精
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
环境质量改善为主线，坚守发展、生态、
民生“三条底线”，严守空间、总量、准入

“三条红线”，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建设大美鄂尔多斯。

具体的思路举措：一是坚持环保优
先，将环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始终将环保工作作为推进地区转
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健全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环保工作机制。二是坚持规划引领，构
建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全力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建立健全规划环评与项
目环评的联动机制，优化以资源环境承
载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格局。三是坚
持最严格环保准入门槛。严格执行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发挥环评在引导产业
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四是坚
持部门联动，统筹推进各项污染防治工
作。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为重
点，完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落
实和工作调度，加大督查、问责和考核力
度。五是坚持严格执法，将环境突出问
题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坚持问题导
向，严格环境增量管理，加强环境存量治
理。六是坚持管控并重，稳步推进环保
能力建设。强化以执法监管为重点的环
保能力建设，着力加强基层一线的环保
能力建设。七是坚持改革创新，加强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 ■下转第2版

严守“三条红线” 打好“三大战役” 建设大美鄂尔多斯
——访鄂尔多斯市副市长李文忠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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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
探索完善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

本报 7月 15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3至 1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深入扎赉诺尔区、新
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海拉尔区，
调研督导三大攻坚战。

李纪恒高度重视呼伦湖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和问题整改工作。他一下飞机就
来到呼伦湖畔，现场查看水质水位、河
岸生态防护情况，详细询问生态移民、
矿坑治理、河道疏浚、渔业资源恢复等
项目实施效果。他强调，治理好呼伦湖
生态环境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任
务，从自治区到呼伦贝尔市都要高度警
醒、全面检视、深刻反思，把做好整改
工作作为“两个坚决维护”的实际行
动，拿出足够硬的办法，采取超常规的
措施，以更高更严的标准完成好各项整
改任务。

李纪恒走进呼伦湖国家级保护区
管理局，深入了解治理和整改具体情
况，并与拴马桩管护站工作人员视频连
线，勉励他们不辱使命、加强管护，为保
护和治理好呼伦湖作出应有贡献。他
要求，自治区发改委要负起牵头抓总职
责，确保相关方案和整改项目科学可
行、严格实施。环保厅、水利厅等有关
部门要分兵把口，把各自承担的任务抓
实抓好。呼伦贝尔市委、政府要切实履
行好主体责任，加大全面整改力度，加
快项目实施进度，坚决把影响呼伦湖生
态环境的突出问题整改到位。

李纪恒来到草原腹地，现场查看沙
地综合治理效果。他入企业、进车间，
仔细了解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情况。他
走访北疆红色堡垒户，参观蒙古语译制
基地、“智慧牧区”项目指挥中心、边境
口岸等，深入考察基层党建、牧区建设、
口岸互贸等情况，还考察了第十四届全
国冬运会主场馆群建设情况。

调研期间，李纪恒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呼伦贝尔市委、政府和所到旗区党
委、政府工作汇报。他指出，打赢三大
攻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
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推向深入。要尽

锐出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高度关注
和解决好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
要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坚决打赢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让绿色成为呼伦贝
尔发展的永恒底色。要有力有序化解

政府债务，确保如期将债务率降到合理
水平。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大
力度推进各类项目建设，不断开创呼伦
贝尔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罗永纲和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李纪恒在呼伦贝尔市调研时强调

从严从实从快抓好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不断把三大攻坚战推向前进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白丹）
7月 13日至 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杨振武率队深入乌
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部分贫困村和相关
企业，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实地调研指
导脱贫攻坚工作，与基层扶贫干部座
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柯良栋参加调研和座谈。

杨振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
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举全
党全国之力，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
实施精准脱贫方略指明了方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
栗战书委员长多次就学习贯彻党中央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提出
要求。

杨振武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做好脱贫攻坚的思路措施；要加大
精准帮扶力度，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
容，充分把外部帮扶同激发内生动力结
合起来；要选好用好挂职扶贫干部，加
强工作衔接和培训指导，挖掘挂职干部
的潜力和优势，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

那顺孟和代表李纪恒书记对杨振

武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以“焦点不
散、靶心不变”统领各项工作，集中
精力，加大力度，确保如期实现摘帽
目标；要坚持以贫困户为中心的扶贫
理念，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
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要
始终把产业发展放在突出位置，选准
项目和企业，真正形成“龙头企业+合
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模式。

杨振武赴察右前旗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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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诺尔区呼伦湖小河口，实地查看呼伦湖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和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赵丹）
7月 15日，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
计大赛组委会开始对参赛作品进行初
评。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
是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的活动之一，作品征集期为6月1日至
7月 10日，本次设计大赛通过网络征
集方式面向全国征集设计作品。目
前，大赛共收到234人次报名参赛的
1417件作品。其中服装类1299套，帽
饰类118件。征集到的服装类作品包
括时尚装、婚礼服、职业装、晚礼服、运
动休闲装5大类，帽饰为蒙古族男子帽
饰。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文化厅、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内蒙古
日报社、内蒙古文化产业促进会、内蒙
古民族服饰协会承办。收到来自江
苏、湖北、甘肃、天津、西安等多个省市
设计师的作品。

据悉，活动主办方用蒙汉双语，通
过广告、公告、海报、视频、新媒体产品
等方式对大赛进行了全网推送。并在
高校艺术类学生和民族服装业内人士
中进行了主题宣讲，还先后在锡林郭
勒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乌海市举
办了宣讲活动，吸引了广大服装企业、
服装设计师以及高校服装设计和相关
专业学生的参与。

草原文化节又一重要活动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
设计大赛启动初评

7月15日，小朋友在呼和浩特市儿童探索博物馆体验骨架单车项目。该馆是
集儿童教育、培训、展览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场馆，设有 8个展区，很多探
索项目孩子们非常喜欢。从6月1日开馆试运行至今，该馆已经累计接待5000多
名游客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探索博物馆真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