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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引领
守护“鱼米之乡”
——江苏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戴宏）
2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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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树牢“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主动担当作
为，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转化为推动发
展的强大动力，全力以赴推进工作落实，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布小林强调，要增强思想理论武
装的自觉，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知行合一、
融会贯通、转化运用上下功夫，把科学
的理论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
界的强大武器，把中央的精神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要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李克强总理在我
区考察慰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

行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
布小林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

全年工作的责任书，是向全区人民做出
的承诺，必须逐项落实、兑现承诺，要突
出重点、务求实效、强化责任，加强跟踪
落实，做好政策解读，全面完成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要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的职
责，真正树立起法治思维，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办事。要加强作风建设，锲而不
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和自治区配套办法，下大力气解决好
政府系统的“四风”问题，推动形成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马学军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张韶春、杨伟
东、欧阳晓晖、李秉荣、包钢出席会议。

自治区政府召开2019年
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布小林主持并讲话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刘晓
冬）2月 1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
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纪恒主持召
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拓宽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
度，更好发挥审计监督的重要作用，促
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
布小林、刘奇凡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审计工作，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加强审计监
督、完善审计制度等作出一系列重大
部署，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审计委
员会，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推动
审计工作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我们
要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
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
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审
计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深化对审计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谋划和推进
审计工作，不断开创我区审计事业发
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
会要抓好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
调，着力推动解决重大事项和重大问
题，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沟通联系，协
调督促有关方面落实好委员会的部署
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本地
区本部门审计工作的领导，各地区各
部门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各级领导
干部要带头接受审计监督。各级审计
机关要加强自身建设，围绕中心和大
局，聚焦主责主业，突出重点难点，创
新方式手段，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提升
审计工作效能，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
督责任，切实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
严、严肃问责。

会议审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和《2019年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计
划》，听取了2017年以来审计工作开
展情况和 2019 年工作安排的汇报、
2017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的汇报。

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委员出
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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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月 13日讯 （记者 刘晓
冬）2月1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
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纪恒
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担当和勇
气，着力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坚决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
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布小林、马学军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

《自治区贯彻〈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
开放的若干意见〉实施意见》《自治区红
十字会改革方案》和《自治区党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2018年工作总结》《自
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9年
工作要点》。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
改委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
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鲜明宣示了
在新时代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成既定
目标任务的坚定决心，明确了今年改革
的主攻方向和攻坚重点，为继续做好改

革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强抓好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紧紧围绕“为全面完成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打下决
定性基础”这一重要要求，聚焦聚力、精
准发力，扎实做好各方面改革工作。

会议强调，要着力补齐改革进度短
板，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
任务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对照台账
任务规定的时间节点和改革举措的目
标要求，逐条梳理，逐项盘点，既看改革
方案的配套出台和落实情况，又评估改

革实施的实际效果，走向偏了的拉回
来，进度慢了的补上来，效果虚了的实
起来。要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坚持精确
改革，围绕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
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
火力攻坚突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要
着力抓好改革落实，强化主体责任，转
变工作作风，搞好统筹协调，高度关注
改革方案落地过程和落地效果，紧紧盯
住“最后一公里”施工作业，投入更多的
精力、下更大的气力狠抓落实。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
员出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李纪恒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紧盯目标任务 继续啃硬骨头
确保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

布小林出席

2 月 13 日，呼和浩特市
市民李月珍老人教小朋友们
搓莜面。在蒙晋地区，正月
初十有老鼠娶亲要吃莜面的
习俗，为此，家家吃莜面的传
统延续至今。搓完莜面，蒸
莜面，寓意搓去灾病，蒸蒸日
上。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新春走基层

本报鄂尔多斯2月13日电 （记
者 王玉琢）2月13日，记者见到了全
国人大代表刘丽芬，她正在专心致志
地分析着一项水泥数据。

她说：“基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去年我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加强粉
煤灰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生态产业链建
设；二是关于修改我国通用硅酸盐水
泥标准，取消低等级水泥，保留高等级
水泥，建立符合国情与国际接轨的标
准体系，化解产能过剩，保证产品质
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谈起今年，刘丽芬说：“我在水泥
行业，比较了解内蒙古水泥行业目前
的情况，2013年至 2015年产能发挥

率为51.3%。2016年至2017年，产能
利用率仅为25%。2018年，产能利用
率跌至22%左右。2017年，内蒙古水
泥行业累计亏损4亿多元，2018年的
亏损额也不会低于4亿元。”

刘丽芬通过多次对我区西部水泥
企业比较集中地区进行调研，了解了
各类水泥企业目前的运行情况，包括
粉磨企业的运行情况、熟料企业的运
行情况、PVC熟料企业的运行情况，对
各企业的工艺、安全、环保、能耗、质量
进行了分析。她发现部分小企业不同
程度的存在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包括
长期停工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
没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僵尸企

业”的存在；对于工艺、安全、环保、能
耗、质量等达不到强制性规范要求且
限期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产能企业
的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正）》中规定，落后产
能日产 2000 吨及以下的熟料窑、
3.2M（不带辊压机）及以下的磨机的
存在等问题。

刘丽芬深有感触地说：“让内蒙古
的水泥企业化解过剩产能，走出困境，
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作为一名人
大代表我有责任有信心。”为此，刘丽
芬提出了《关于促进内蒙古水泥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建议中明确了存
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措施。

【记者手记】
刘丽芬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水泥

行业工作，去年她提的3个建议都得到
相关部门的明确答复，今年除对比较熟
悉的水泥行业提出一条建议外，她还针
对其他行业提出了 5 条建议。她利用
业余时间进行了多次调研。她说，作为
一名人大代表，要时刻铭记，人民选我
作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要时刻关注
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随时随处做好履
职功课。这份用心令人感动。

刘丽芬：让水泥企业摆脱困境走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梁亮

“叮叮叮……”除夕夜晚零点，刚
值乘8小时倒班的陈新宇顾不得身体
的疲惫，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叮叮当
当的除夕祝福信息不停往出蹦，在这
第一个不在家过的春节里，看着这些
信息，她湿了眼睛，一遍遍品味着亲人
好友的祝福，不知不觉中在列车上睡
着了。

22岁的陈新宇是包头客运段兰州
车队2635/6次一组的列车员，虽说在
铁路行业还是一名“新兵”，但她却是
实实在在的铁三代。“爷爷和爸爸都是
铁路工人，以前每到过年举家团圆的
时候，我家常常有人缺席，我们只能看
着别人家团聚，这样的春节很心酸。”
陈新宇说，小时候自己对春运既厌恶
又抵触，毕业后更不愿意加入这个行

业。但家人对铁路工作有特殊的感
情，在他们不断的“劝说下”，自己妥协
了。

陈新宇在网上报了名，志愿填写
为列车乘务员。“爷爷和父亲都是铁路
的‘幕后人’，那就由我代替他们走到
旅客身边去吧。”陈新宇说。

恰逢今年春节，陈新宇在列车上
值乘，这让她有了别样的感受。

大年三十早7时，陈新宇收拾好当
天出乘所需的物品，先跑去爷爷家拜
个早年。曾是蒸汽机车司机的爷爷得
知孙女儿除夕值班，又重复起了不知
说了多少遍的老嗑：“服务旅客和开火
车一样，瞭望信号、拉小水泵上水、配
合司炉烧火，不能有一丁点差错。司
机马虎了，火车就停了；列车员马虎
了，旅客就有危险。想干好铁路工作，
既要学技术，还得下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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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铁三代列车员的第一个春运

初十吃莜面

我的履职故事

陈新宇的第一个春运。本报记者 梁亮 摄

本报巴彦淖尔2月12日电 （记
者 韩继旺）春节期间，巴彦淖尔市思
远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农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火爆。合作社总经理崔
仑说：“人们过年追求绿色健康，我们
合作社生产的甜糯玉米、水果西红柿、
西甜瓜、葡萄、蜂蜜等特色农产品卖得
挺好，春节前后一个月就销售礼品盒
2588盒，销售额35万元。”

浓浓的乡土味道饱含着浓浓的亲
情。王建平在临河陪父母亲过完春节
后要回鄂尔多斯上班，他特意来到巴彦
淖尔现代农牧业展馆，选购了河套面
粉、河套王酒、圣牧有机纯牛奶、有机酸
奶等产品，带给亲朋好友品尝。“咱们巴
彦淖尔食品品质好，这些产品又都是大
企业生产的知名特产，送给亲戚朋友实
惠也拿得出手。”王建平说。

巴彦淖尔现代农牧业展馆工作人
员介绍，春节期间“天赋河套”品牌产
品要比其它品牌的产品销量高，河套

酒业、恒丰、兆丰、三胖蛋、圣牧高科、
旭一牧业6家首批授权使用“天赋河
套”品牌的企业产品备受青睐。河套
王酒、河套面粉、炒货、有机牛奶、有机
牛肉等地产农产品成为首选，不少市
民一次性就选购七八件拜年使用，新
上市的“天赋河套大礼包”最为畅销。

去年以来，巴彦淖尔市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全力建设河套全
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
出基地，成功注册“天赋河套”区域公用
品牌，制定完善农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
185项，市级食品质量安全智慧追溯平
台建成投用，130家企业纳入自治区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引领农牧
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目前，巴彦淖尔市已全面启动“天
赋河套”品牌运营总部基地建设，并计
划在区域中心城市设立“天赋河套”产
品精品馆、体验店、直销店，让河套名
优特农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河套特产走俏年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