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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
——六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 报 12 月 27 日 讯 （记 者
戴宏）12 月 26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
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2018 年全
区经济运行情况和 2019 年经济工
作安排建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
积极有力应对各种困难挑战，迎难
而上、扎实工作，经济运行保持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进一步提高。各级各部门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
“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想、行动统一

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经济工
作的部署上来，把握发展大势，提振
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
推进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
问题导向，对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
题进行精准分析，充分估计面临的
困难，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深刻领
会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
涵，切实强化机遇意识，抓住机遇，
用好机遇。要推动各级对标对表
党中央要求，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强化工作落实，努力开创工作新局
面。

布小林主持召开
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2018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和2019年经济工作安排建议 本报北京 12月 27日电 （记者 戴

宏）12月27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主席布小林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在北京就深化
双方合作举行会谈，并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三
峡集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布小林对三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
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她说，内蒙古是能
源大区，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
运营企业和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有
着丰富的清洁能源开发运营经验，双方已
在抽水蓄能、新能源开发等方面开展了深
入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三峡集
团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积
极参与自治区现代能源经济建设，在环境
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内蒙古

将积极支持三峡集团在内蒙古发展壮大，
实现双方发展共赢。

雷鸣山表示，三峡集团服务国家战
略、履行新使命新任务的战略愿景与内蒙
古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的理念及规划高度
契合，期望在自治区统筹协调支持下，进一
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内蒙古清洁能
源规模化开发、集约化经营，参与内蒙古
新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自治区副主席张韶春、三峡集团副
总经理王良友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
议，双方将以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切入
点，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实
现内蒙古与三峡集团在更宽领域、更大
规模、更深层次的合作。

自治区政府与三峡集团
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布小林雷鸣山见证签约

本 报 北 京 12 月 27 日 电 （记 者
戴宏）12 月 27 日下午，内蒙古远兴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集团在北京
签署债转股协议。这是内蒙古首单落
地的民营企业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也是
全国股份制银行首单利用降准资金实
施的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
鹏见证签约。

根据协议，光大集团为远兴能源及
其子公司投入 10 亿元“入股还债”资金，
同时保持对企业原有授信额度不变。
此次光大集团与远兴能源签署债转股
协议，是落实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重要部署和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的举措；是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具体实
践；是落实自治区政府与光大集团战略
合作协议的体现，有利于推动金融与产
业深度融合。

签约仪式前，布小林与李晓鹏进行了
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
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助推内
蒙古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副主席张韶春，光大集团党
委副书记、监事长朱洪波参加会谈及签
约仪式。现场还举行了光大银行呼和
浩特分行与内蒙古财信集团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

内蒙古远兴能源与光大集团
签署债转股协议

布小林李晓鹏见证签约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12 月 27 日召开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
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
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
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
治 国 与 依 规 治 党 有 机 统 一 的 重 要 举
措。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要制定配套规定，健
全体制机制，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指
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政

法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各级党委
要加强对本地区政法工作的领导，研
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党
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
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法机关党组

（党委）要加强对本单位政法工作的领
导，履行好职责。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
会 生 活 制 度 化 、法 治 化 才 能 有 序 推
进。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职权，是党的明确主张。各级党组织
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
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
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 白喜辉 韩雪茹

风起改革时，潮涌黄河岸。
1979 年春天，坐落在黄河北岸的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给每位
农民分了二亩半“口粮田”，由此拉开
了内蒙古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改革大幕。这里后来被誉为“塞
外小岗”。

砥砺奋进，沧海桑田。伴随着波
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托克托县立足新
起点、构筑新优势，充分发挥“区位交
通、水煤组合、电价比较”三大优势，在
探索中走出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
代化、服务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富
民强县之路，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县向
新型工业县的转变，跨入了全区一流
经济旗县行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充
满生机与活力。

破题：从二亩半口粮田启程
12 月的黄河北岸天高云淡，冬阳

高照。在托克托县河口管委会树尔营
村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
稻种植基地里，片片稻田经过平整、深
耕，正在“享受”一个冬天的“休养生
息”。现在，合作社已经具备了年产有
机稻米 60 万斤、年产无公害蟹 6 万斤、
实现亩创产值 5000 元的能力。

40 年前，同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的农民，却在为“填饱肚皮”而发愁。

“大集体时，社员‘自留地里打冲锋，集

体田里养精神’，出工不出力导致土地
缺少养护、种地敷衍了事，粮食产量上
不去，只有变个调调才能有出路。”时
任中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赵光辉说。

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后来
成为中滩乡，后又划入双河镇，如今则
划归河口管委会管辖。托克托县境内
的黄河，一半以上流经中滩，同时这里
还是黑河注入黄河的入河口，天赐灌
溉之便，坐拥舟楫之利。然而，就是这
片适宜耕种的万顷良田，粮食亩产不
到 110 斤，总产量一直徘徊在 400 至

600 万斤之间，不但不能上缴国家粮
食，还年年吃返销粮，仅 1978 年全公社
就吃掉国家返销粮 122 万公斤。中滩
公社成为出了名的吃粮靠返销、生活
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社”，有些
生产队多年来一直地缺种子、人缺口
粮、牲畜缺饲料，因此又被称为“三缺
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
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黄河北岸这片沃
土上酝酿着。

1979 年 3 月，在时任公社党委书
记马从发和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
菅光耀的带领下，中滩公社给每位农
民分了二亩半“口粮田”，在全区范围
内 率 先 试 行“ 口 粮 田 + 商 品 粮 田 ”的

“两田”分离责任制。改革当年，中滩
公社就打了一个翻身仗，粮食总产量
达到 695 万斤，比 1978 年纯增 290 万
斤， ■下转第 2 版

“塞外小岗”的富民强县之路
——托克托县以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京剧团京剧
演员在表演《闹天宫》。12月24日，“天
之骄子 春韵流芳”纪念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李小春先生诞辰 80周年京剧专
场演出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音乐厅
举行。为缅怀李小春先生，京剧演员表
演了《闹天宫》《断桥》《打金砖·太庙》等
优秀剧目。李小春先生是我国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在漫长而又短暂的演
艺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
北，在农村、牧场和千里边防线上都留
下了他的身影，他把自己的艺术和生
命都献给了边疆文化事业。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春韵流芳

本 报 包 头 12 月 27 日 电 （记 者
格日勒图）记者 12 月 26 日从包钢获悉，
截至 12 月 22 日 20 点，今年包钢产钢量
已达到 1500.1291 万吨，提前 9 天 4 小
时完成产钢 1500 万吨的年度目标，标
志着包钢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崭新里
程碑。

据了解，2018 年包钢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以考核激励为导向，围绕生
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立功竞赛，极大调

动了各单位创高产、增效益的积极性。
该公司各单位攻坚克难，执行科学化、
标准化作业，不断优化生产成本及各类
指标，炼铁系统 36 次刷新日产纪录，17
次改写单高炉月产纪录；炼钢系统 38
次突破日产纪录，16 次创造单产线月产
新纪录。据统计，该公司总产量及各生
产线产量年度内 154 次打破历史纪录，
一举实现产钢 1500 万吨奋斗目标，抢
抓市场机遇，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包钢钢产量突破1500万吨大关

本报鄂尔多斯 12 月 27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俊平）今年 53
岁的王五命是白泥井镇海勒苏村村民，
2012 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种粮
大户”。

土地流转的实施，让王五命坚定了
种粮的信心和决心，他瞅准时机，开始
大规模承包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并先
后投资 130 多万元购置了农机具。在
他的带动下，村里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
纷纷返乡务农。王五命告诉记者：“我
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土地流转带来的好
处，今年，我承包的土地达到 3700 亩，
种植的玉米品种多达五六种，预计产量
达到 3000 多吨，纯收入差不多 100 万
元以上。”

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村民杨四兰
是贫困户，妻子在前两年患病，看病花
了不少钱，于是他将自己的 12 亩土地
全部流转出去，这样便可以全身心地外
出打工，每年“双份收入”达到 2 万多
元。“通过土地流转，我将自己的土地承
包出去，再到附近企业当产业工人，收
入也不错，日子越来越好了！”杨四兰告
诉记者。

达拉特旗是鄂尔多斯市的农业大
旗，优质耕地面积占全市的 30.8%，粮
食产量占全市的 40.8%。位于该旗东
部的白泥井镇，总耕地面积 18 万亩，土
地平坦、肥沃，是该旗重要的产粮区。
近年来，侯家营子村始终注重把现代农
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依托良好
的现代农业基础，立足发展富民经济、
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全村 3 万亩土
地，流转面积达到 2.7 万亩，并建成了大
学生创业基地，引进涉农企业 4 家，注
册合作社 5 家，新建农家乐 4 家。

改革开放初期，这里的农民“面朝
黄土背朝天”，努力解决温饱问题。随
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不安于现状，在吃
饱穿暖之后，思谋着如何富裕起来。于
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白泥井镇率先
开始零星的土地流转。“当时，受限于机
械化程度低，土地流转的数量相对较
少。”白泥井镇海勒苏村村主任石根小
回忆说。

从 2007 年开始，现代农业在白泥
井如春潮涌动，一个个大型喷灌的落
地，为土地流转奠定了硬件基础。随着

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一家一户
“条块分割”式的土地模式，已经不能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打破一家一
户的零散、分散经营，实现土地规模化
经营势在必行。

2008 年，大规模土地流转在达拉
特大地蓬勃兴起。白泥井镇陆续引进
了供港蔬菜、华昌城、万正集团、万通现
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金
泰禾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涉农
企业，成立了一大批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为土地流转拓宽了经营主体。今
年，鄂尔多斯市金泰禾农牧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流转土地 6000 亩，在生产经
营 过 程 中 为 流 转 土 地 的 农 民 提 供 了
300 多个就业岗位，确保了农民持续增
收。公司与农户还形成了 3 种利益联
结模式，即服务协作型：坚持产业发展
与农牧民增收相结合，实行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采取“四统一包”的措施，为农
牧民提供技术服务，从而扩大种植规
模，农户发挥种植技能优势，为公司提
供优质农产品；价格保护型：按照市场
情况确定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负责组
织实施收购，解决农户“卖难”问题；流
转聘用型：鼓励农户直接将土地流转给
公司，通过流转土地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同时，返聘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劳
动，并支付相应劳动报酬。

近年来，白泥井镇不断推进土地规
模化经营，土地流转成效显著，通过流转
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增产
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收入，“转”出了村
民的好日子。目前，随着农牧民素质不
断提升、致富意识不断加强，土地流转面
积从最初的几万亩不断增加，到 2018年
已达12.1万亩，流转率为63.9%。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自农村
土地流转后，白泥井镇各村庄换了新
貌：一栋栋新砖瓦房掩映在绿树丛中，
田野里的庄稼长势茂盛，集中连片，一
眼望不到边。大型机械化节水喷灌，如
同巨龙吐珠，轻歌曼舞地降落在田里。

如今，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白泥井
镇党委、政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把
土地流转引向深入，促进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文化等全面繁荣，开创农业现
代化的新前景，让土地释放出更大富民
新能量。

土地流转
“转”出农民好日子

习近平主席特使吉炳轩
将出席巴西总统就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