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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区卫生健

康事业从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从
“老三件”到人工智能；从“三联单”到
社保卡；从“除四害”到“厕所革命”；
从“一根针一把草”到蒙医药走出国
门，每一项政策的变迁，都映射着改
革者的智慧勇气；每一点健康的改
善，都折射着民生工程的雨露滋润。

下一步，我区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做好卫生健康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
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加自
治区医疗服务资源供给，优化医院资
源布局，远程医疗系统实现覆盖旗县
区；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着重加强全
科 医 生 和 儿 科 医 师 队 伍 建 设 ，到
2020 年，城乡每万人口拥有 2 至 3 名
合格的全科医生，每千名儿童拥有儿
科医师 0.69 名。二是进一步实施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不断加强医
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建设，落实医
疗技术规范，促进医疗质量管理向科
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发展，
不断提高实名制预约诊疗率，不断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三是进一步加强
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控。加大健康城
市、健康旗县、健康村镇创建力度，不
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到“十三五”末

居民健康素养达到 20%。持续加强
鼠疫、布病、结核病、艾滋病等重大传
染病以及地方病、慢性病防控，进一
步提高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能力
建设。四是进一步加强优生优育和
养老服务工作。不断健全妇幼健康
服务网络，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
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
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我区教育实现了从“上学
难”到“有学上”、从“好上学”到“上好
学”的历史性跨越，主要教育指标持
续向上向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真
正实现了教育惠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提出，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机
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教
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形成充

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
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人民群众
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缓
解，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
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
进的格局更加完善，为发展具有中国
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提供制度
支撑。

新时代教育体制改革要健全立
德树人落实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关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
价导向；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为学生、为教师、为学校减
负，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的生机活
力；要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
构、专业设置，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开展高水
平合作办学，发挥好开放对改革的倒

逼作用，在开放中做强中国教育，提
升我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

下一步，我区教育工作的重点
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各
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以重大教育
惠民工程为抓手，着力促进教育公
平、教育资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
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以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为龙头，进一步深化教
育改革和对外交流合作。

新起点新起点，，再出发再出发！！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在这壮阔的风景下，北疆大地强劲浑
厚的脉搏，不断激发出新时代内蒙古
蓬勃的英姿和燃烧的激情。

2019 年 ，又 将 是 一 个 全 新 的 起
点。今天，当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
刻，内蒙古如一匹骏马，登高望远，迎
着朝阳，向着未来，尽情驰骋，呼啸奔
腾。

我们以改革开放 40 年的辉煌成就
辞别了极不平凡的 2018 年，在这个辞
旧迎新的时刻，收获的喜讯不断传来。

内蒙古粮食再次获得大丰收，
产量首次突破 700 亿斤，创历史新
高；

内蒙古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民的承包
地和牧民的草场有了“身份证”，农
牧民吃上了“定心丸”；

全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88.2%，连续 6 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内蒙古医疗卫生总投入 40 年增
长 2000 倍，目前，全区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一个个现代农牧业设施相继建
成，农牧业发展势头格外强劲，农牧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12600 元左
右；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地
方性法规先后出台，内蒙古 PM2.5 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 6.3%，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 83.2%；

中欧班列在北疆大地尽情奔驰，
穿梭不绝，一座座边境城市变身对外
开放前沿⋯⋯

从东到西、从点到面、从乡村到
城市，一段着力增强各族人民福祉的
全新征程，在祖国北疆发力启行。

告别 2018，拥抱 2019。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一张蓝图正在徐徐向我们打开，
新一轮的惠民政策正在加快落地。

2019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
刺之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一年，不可避免要“爬雪山”

“过草地”。面对诸多挑战，惟不忘初
心者进，惟从容自信者胜，惟改革创
新者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砥砺
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冰 封 的 江 河 ，储 藏 了 冬 天 的 沉
静，催生着又一个春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未
来充满更加热切的渴望，对明天充满
更加坚定的自信。

2019 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展

开新的画卷。责任和使命激励着我
们，以出色的成绩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新年之始，展望未来，光阴似水，
雄关如铁，任务艰巨。伟大梦想不是
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
来的！

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
代，2500 万草原儿女拿出蒙古马的精
神，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此刻，在“草原钢城”，包钢的车
间内，钢花四溅、机器轰鸣；

此刻，在内蒙古边防某团三角山
哨所，战士们冒着严寒，为祖国站好
岗、放好哨、守好边；

此刻，在乌兰牧骑排练厅内，队
员们正在加紧排练，动听的琴声，悦
耳的歌声，热情四溢的舞蹈，热闹非
凡⋯⋯

新的历史起点上，奔腾的骏马，
怀抱梦想，继续驰骋。英雄的草原儿
女，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定会将北
疆打造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自治区从城市到牧区，从
公共文化的均等化到标准化，一张覆
盖城乡、布局合理的五级服务网络，
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

新时代，我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着
力点有：

加大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培育力
度，壮大龙头企业。深入推进文化与
科技融合、与旅游融合、与资本市场
对接，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立足民族文化资源，深入推进文
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挖
掘内蒙古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内
涵，培育一批叫得响、拿得出的特色
文化品牌，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市场
主体，促进全区各盟市文化产业协
调发展。

依靠大数据产业，推动文化产业
的转型升级。打破地区、部门、行业
界限，扩大关联度，形成向演出、传
媒、会展、节庆、音像等行业全面扩展

之势，提升互联网文化附加值。充分
运用大数据优势，缩短文化产业在生
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逐步形成一边
生产一边研发的文化产业新模式。

积极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加快文化产业“走出去”步伐。鼓
励各类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
方式，在境外开展文化领域投资合
作；加强与俄蒙等毗邻国家的交流合
作，支持文化企业积极开拓俄蒙两国
文化市场，培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我区在国
家对外开放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国
际影响力。

不断完善文化人才引进培养机
制。要充分保障高层次文化人才的
多样化需求，通过项目选人、企业育
人、政策留人等多种方式，吸引和聚
集一大批高层次文化人才。同时，
要加大区内各高校、科研机构文化
人才培养力度，推动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

在国家和自治区一系列加快科
技发展政策指引下，我区越来越多的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后，我区推动科技创新要从以
下几方面加大力度。一是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
障碍和制度藩篱。要深化科技领域

“放管服”改革，改革科研项目管理制
度，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
支配权，提高科技创新整体效能。要
创新人才评价机制，落实自治区人才
引进培养政策，加快形成有效的成才
引才用才机制。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供给，着力支撑
现代经济体系建设。要组织实施一批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构筑引领发展的支
撑基点。要围绕自治区优势特色学科

和战略发展方向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夯实科技创新供给基础。要
加快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形成一批
高技术含量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
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产业，推动各
类科技成果在内蒙古落地。

三是加强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推进
各类创新资源协同创新。要加快呼包
鄂自主创新示范区创建步伐，优化自治
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布局，拓展深化与北京、浙江、福建、广东
等省市及中科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
大院大所的科技协同创新合作。要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强国
的号角已吹响。面向未来，自治区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朝着建
设创新型内蒙古、现代化内蒙古的宏
伟目标阔步前行。

科技创新 思路新新

教育改革 使命新新市民参观体验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学生通过“同频互动”设
备与乡村学校的学生互相问候。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文化产业 提升新新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牧骑创排的大型情景歌舞
《草原上的乌兰牧骑》。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卫生健康 部署新新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举行航空医疗救援基地启动仪
式。 本报记者 尤琨 摄

告别 2018，拥抱 2019。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一张蓝图正在徐徐向我们打开，新一轮的惠民政策正在加快落地。

新年特刊

◎赵娜

（本报记者刘志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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