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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11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谈“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 9月 7日
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共同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为开卷篇，以2018年7月
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
《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
论述“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 42
篇，约13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思考世
界形势，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
律，首倡“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作为扩大
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共建“一带一
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
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
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原则、丰富内
涵、目标路径等进行深刻阐述，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
致远，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
了宏伟蓝图，提供了重要遵循。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康丽娜 杨帆

发展，总是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年
轮中留下激动人心的数字印迹。几组
来自权威部门的数字，为我们求证内
蒙古民营企业及非公经济发展壮大留
下无可辩驳的论据——

2012年，我区民营企业及非公经
济市场主体111.78万户，非公经济增
加值占全区GDP的50%。2017年，我
区民营企业及非公经济市场主体增至
181.6万户，非公经济增加值超过万亿
元，占全区GDP的 63.3%。5年间，全
区民营企业及非公经济市场主体增加
了69.82万户，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区
GDP比重提高了13.3个百分点。

数据的鲜明对比，展示出内蒙古
民营企业及非公经济发展的蓬勃态
势。

“我区民营企业及非公经济的发
展壮大，离不开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政
策措施，也离不开全区各地着力构建
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自治区工

商联主席安润生指出。
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对民营企

业及非公经济的政策倾斜力度，自治
区党委、政府领导多次组织对民营企
业的调研活动，深入了解企业发展情
况，认真听取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和建
议，为非公经济稳健持续发展谋篇布
局。

而破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
门”等障碍，为民营企业撑腰壮行，是
内蒙古推动非公经济发展的制胜法
宝。

2013年 6月，内蒙古从放宽民企
准入条件、强化金融服务、实行税收优
惠、完善价格收费政策、优化政务服务
环境等方面提出支持非公经济70条措
施。

2016年 7月，我区将原来的70条
措施调整到76条。此次调整，针对民

营与非公有制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我区制定了信贷、担保、上市、发
行债券、抵押质押等政策措施。同时，
针对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投资能力减
弱等问题，制定了投资促进、财政奖补
等政策措施，建立了投诉和追责制
度。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民营企
业进一步发展开出了良方。

随着“76条”落地实施，我区民营
企业及非公经济主体顺势而为，迸发
出强劲的发展活力，规模不断提升，总
量逐渐扩大，成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前三季度，
我区各类非公经济市场主体增至
188.38万户，贡献了 70%以上的财政
税收，吸纳了80%以上的社会就业。

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得到
了稳健发展。一组数字可以印证：前
三 季 度 ，我 区 服 务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6662.9亿元，同比增长6.0%；服务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1%，
比第二产业高出13.4个百分点。服务
业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
比第二产业高出28.9个百分点；拉动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2个百分点，比第
二产业高出1.4个百分点。

服务业涉及领域众多，是调整优
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力量，也是扩大就
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近几年，我
区先后制定出台《加快服务业发展若
干政策规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施意见》
等政策措施，推进了服务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及非
公经济繁荣发展的摇篮。近年来，自
治区党委、政府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积
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最多
跑一次”“打通最后一公里”服务，以

“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新型“亲”
“清”政商关系构建，努力让民营企业
享受改革红利。

■下转第7版

顺势而为 在优化环境中发展壮大
——我区民营企业及非公经济发展综述（上）

本报阿拉善 12 月 11 日电 （记
者 戴宏） 12月11日，“纪念中国航天
与草原结缘60周年暨钱学森同志诞辰
107周年”系列活动在阿拉善盟举行。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
出席活动开幕式。

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院长薛惠锋在开幕式上致辞。

欧阳晓晖说，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
航天基地，全区各族人民始终对航天事
业怀有深厚感情，积极支持航天事业发
展。内蒙古积极践行钱学森沙草产业
理论，因地制宜发展林沙产业、生态旅
游、清洁能源等沙漠经济，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我们将传承发
扬“钱学森精神”和“航天精神”，加快推
进军民融合发展和沙草产业发展，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贡献更

大力量。
薛惠锋说，60年来，额济纳旗作为

中国航天的起飞之地，与祖国的尖端国
防事业，与奋斗报国、矢志不渝的爱国
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草原人民舍小
家、顾大家，与航天人守望相助、休戚与
共。航天人将与草原人民齐心聚力、携
手同行，为赋能新时代、助圆中国梦作
出贡献。

本次活动以东风航天城建设60周
年为主线，重点展示了内蒙古特别是阿
拉善盟为我国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发
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钱学森沙草产业
理论在我区的实践成果，探索研究促进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发展壮大沙草产业
的方法路径。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春晓、滕吉文，
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李少军、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姜春良，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
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永刚参加活动。

纪念中国航天与草原结缘60周年
暨钱学森同志诞辰107周年
系列活动在阿拉善盟举行
布小林出席开幕式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17年，我
区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 2813.54 亿
元，是1978年的99.2倍。其中，农业
产值 1434.7 亿元，是 1978 年的 76.3
倍；牧业产值1200.6亿元，是1978年
的 142.6 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 40
年，是我区农牧业全面发展的40年，
是我区农村牧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
化的40年，更是我区农牧民生活得到
质的飞跃的40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贯
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关于“三农三牧”工作的
决策部署，坚持把“三农三牧”作为工
作重中之重，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支
农惠农政策。全区农牧业生产条件逐
步改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村
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富有成效，农牧业
生产取得长足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
线打造得更加亮丽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敢闯敢试 改革激发新活力
滔滔黄河百转千回、一路向东，经

过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后，掉头南下，勾勒出一个大
大的“几”字湾。

1978年，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耳
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一位叫赵丑女
的农村妇女大着胆子承包了村里的
14亩土地；当年年末，黄河北岸的托
克托县中滩公社也给社员每人划分了
2亩“口粮田”……或许当时赵丑女和
中滩公社的社员们不会意识到，发生
在他们身上的这两件事，竟然成为自

治区农村牧区改革的实践起点。
我区是率先进行农村牧区改革的

省区之一，1979年我区开始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全面推开，
走在了全国前列。1984年我区将农
村牧区的土地承包期由原来的“不定
期”明确为“15年”，建立和完善了以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
大大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实
现粮食自给，解决温饱问题奠定坚实
基础。

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也没
能阻挡通辽市奈曼旗土城子乡奈曼杖
子村的村民吴品贵劳作的热情。

“现在土地确权了，承包证也拿到
手里了，家庭成员情况、承包地确权总
面积、承包地块坐落、地块示意图等信
息要啥有啥，终于可以放心大干一场
了。”自从得知党的十九大提出“第二
轮土地承包 30 年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的喜讯，吴品贵便四处找亲戚邻里
帮他出主意，修建梯田、种植大扁杏。

土城子乡位于奈曼旗南部山区，
多属坡耕地，再加上土地承包即将到
期，村民心里没底，不敢种植大扁杏等
多年生经济作物。这回有了新政策作
保障，吴品贵打算明年开春和其他村
民小田拼成大田，大规模修梯田种大
扁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继续深化
农村牧区新一轮改革。2017年，基本
完成了草原确权承包工作；2018年 9
月，基本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农牧民的草场和承包
地有了“身份证”，吃上了“定心丸”。

处处能赚钱，季季是农忙，一改往
日闲，欢笑奔小康。这是在农村牧区

流传的顺口溜。改革开放在全区各地
的田间牧野不断释放动力活力，新科
技、新产业、新项目正雨后春笋般在农
村牧区涌现，演绎着现代农牧业的精
彩华章。

从“吃粮靠调”到“国家粮仓” 粮
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

沃野平畴，见证历史。
“那时地里也没什么经济作物，大

伙儿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在粮食上动脑
筋。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大力抓粮食生
产，不断引进和推广粮食增产的新技
术、新品种。”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农
民牛兴国对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齐心抓
粮食生产的场景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初，杭锦后旗实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农业
生产热情高涨，纷纷努力提高产量，一
方面为了自己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还
可以多交售公粮。1984年，牛兴国的
两亩套种玉米的小麦地产量上了
2000多斤，成为了“吨粮田”，引起了
轰动。接下来几年时间，经过农技专
家进一步试验总结，一套包含作物品
种、种植密度、水肥控制、种子化肥分
层播种等多项农业增产技术综合配套
标准化的“吨粮田”生产模式开始在河
套地区大范围推广。当时由于粮食产
量高，甚至一度出现了卖粮难。

改革开放初期，我区粮食生产的

发展仍滞后于粮食需求的增长。为
此，1987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把

“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作为当时自治区
三项奋斗目标之一，制定了一系列有
利于粮食生产发展的政策，各地都把
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重要的基础地位来
抓。到1990年，困扰我区多年的粮食
自给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结束了20多
年“吃粮靠调”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农业基础
设施、科技等投入的加大，全区农业生
产条件得到改善，农作物播种面积不
断增加，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快速增
长。2017年，全区总播种面积 9014
千公顷，比1978年增加4190千公顷，
增长86.9%；1978年全区粮食平均亩
产仅有81公斤，到 2017年全区平均
亩产高达321公斤，单产水平提高近3
倍。

2005 年，我区成为了全国 13个
粮食主产省区之一。2008年，我区的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首次突破2000万
吨关口，进入全国前10位，每年可调
出粮食1000万吨，从吃返销粮到自给
自余，我区成为全国6个粮食净调出
省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进一步加
大了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粮食生
产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到2017年，我区粮食产量实现了

连续5年稳定在 3000万吨以上。今
年，在克服局地较重自然灾害影响下，
我区粮食生产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粮食产量预计仍保持在3000万吨
以上，实现“十五连丰”。我区成为国
家名副其实的“粮仓”。

传统迈向现代 畜牧业实现高质
量腾飞

从“吃大锅饭”到“大包干”再到发
展合作社，改革开放40年间，每一次
畜牧业经营方式的变革，都让巴林右
旗牧民尝到了甜头。

1980年，巴林右旗在全国牧区中
第一个推行“包畜到户”生产责任制，
把全旗 40 多万头牲畜全部作价归
户。1982年，旗里又推行草原责任制
试点。1984年，自治区将巴林右旗经
验在全区推广，使自治区成为全国五
大牧区中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与
1978年相比，巴林右旗牧业产值增长
了近4成。

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
转。1984年，我区在全国率先实行了

“草场承包经营、牲畜作价归户”的草
畜双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养畜的“大
锅饭”的问题。1989年我区落实“双
权一制”，解决了牲畜吃草场的“大锅
饭”的问题，形成了初步适应我区畜
牧业经济的经营体制。草畜双承包
就像一把“金钥匙”，极大地调动了广
大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开启了
牧民们大干快富的大门。1989年，全
区 牲 畜 头 数 首 次 突 破 5000 万 头
（只），到 1999 年 达 到 7436 万 头
（只）。

去年，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巴彦花镇罕乌拉嘎查、宝日胡舒嘎查
2个嘎查的6户牧民拆除整整围了20

年的网围栏，“整编”了1.2万亩草场，
决定抱团向现代化牧场进军，他们将
家中2037只羊、111头牛、155匹马、
26 只山羊及棚圈，全部入股统一经
营，成立了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今后咋发展？合作社召开理事会
达成共识：减羊增牛。合作社发起者
巴音孟克说：“我们都认为，规模化经
营、现代化发展才是畜牧业的出路。
我们下决心整合资源，抱团取暖，实现
生态恢复、牧户增收的双赢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出台了《关
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实施意
见》，畜牧业生产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在深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我区始终以草原生态保护为前提，
提出并实施了“稳羊增牛”战略，着力
打造结构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的
农畜产品结构体系。

当前，我区优势畜产品正逐步向
优势产区集中，集中度达到80%以上，
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等在全国具
有比较优势的畜产品产业带已经形
成。全区加强畜牧业生产标准化建
设，五大畜种为主的主推和配套标准
达到108项，畜牧大县为主的标准化
生产基地存栏规模达到 3735 万头
（只）以上，标准化生产配套技术覆盖
率由 35%提高到 60%以上，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引领模
式正在逐步形成。

2017 年，全区牲畜存栏量达到
1.26亿头（只），连续14年保持在1亿
头（只）以上，是1978年的 3倍；肉类
总产量达到267.6万吨，是1978年的
12.8倍；牛奶总产量达到693万吨，是
1978年的 95.7倍。畜牧业已成为我
区第一产业的主导产业。

北疆沃野谱新曲北疆沃野谱新曲 粮仓牧场写华章粮仓牧场写华章
——我区改革开放40年农牧业发展综述（上）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主要篇目介绍

■详见第2版

12月10日，小学生们正在参观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青少年科技馆。玉泉区青少年科技馆于2018年9
月正式建成，占地300平方米，建设总投入480万。科技馆以“探索发现”为主题，共设5个区域，分别涉
及声（绚丽之声）、光电（光影世界）、力学（有趣的力）、数学（数学天地）、人工智能（VR科技互动）领域，
以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将展示与互动、参与及体验、学习与娱乐、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让广大青少年在
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感受科技的奇妙魅力。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感受科技的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