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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3 月的和林格尔县巧什营镇巴旦
营村有一股淡淡的泥土气息，这是春
天的味道。

过去这个贫穷、破败的小村庄，如
今泥巴路变成了一条条水泥路，土坯
房变成了一排排砖瓦房，女人们伴着
音乐在小广场上翩翩起舞，男人们欣
赏一会儿舞蹈再去健身器材上活动活
动筋骨⋯⋯

走在乡村道路上，以往柴草乱堆、垃
圾乱倒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
净整洁的道路和两边的红瓦白墙。

“以前没有垃圾池，没有环卫工，
大伙儿随地乱扔垃圾，村里白色塑料
袋儿四处飞。”正在清扫路面的环卫工
张国珍告诉记者。

2018 年，巴旦营村委会把村里环
境 卫 生 整 治 作 为 一 项 重 点 工 作 来 落
实，先后给村里配备了 16 个垃圾箱、8
个垃圾池、150 个垃圾桶，还安排配置
了 4 名专职环卫工和两辆环卫手推车。

“乡亲们看我们每天打扫很辛苦，又
有了垃圾池、垃圾箱，东西不乱堆乱放了，
乱泼污水的也少了，房前屋后就干净了，
大家看着高兴，住着舒服。”张国珍说。

张昌营村是巴旦营行政村里位置
比较偏远的自然村，由于住户不集中，
外出人口较多等原因，人畜饮水问题
于 2018 年 11 月得以解决。

记者来到张昌营村杨春华老人家

中时，她正在收拾屋子。
“我和老伴儿去年年初住进这个

新房，以前没有自来水，全靠院子里那
个压水井，老头子身体不好，我胳膊
疼，费上九牛二虎的劲儿，最多压上两
桶水，喝个两三天。自从村委会给安
上自来水，再也不为吃水发愁了。现
在我们村可不是以前的那个村了，乡
亲们走的是平展展的水泥路，晚上路
灯还亮亮的。”杨春华眉开眼笑地说。

村容村貌是“外在美”，文明新风
是“内在美”，巴旦营村委会坚持做到

“两美”一起抓，订立村规民约，树立积
极健康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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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美”同步让巴旦营村大变样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3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
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组在党的组织体系
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更好管党治党、
执政兴国，必须与时俱进做好党组工
作，确保党组更好发挥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的修订，贯彻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
进党组工作提供了遵循。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组工作，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以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为前提，提高党组履职尽责
的政治性和有效性，推动党组全面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领导职责，
发挥领导作用，提高领导水平，确保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

会议指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
党的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

务。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就是要着力
激发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建设一支信
念坚定、政治可靠、素质优良、纪律严
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会议强调，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要
在提高质量上下真功，增强针对性和
有效性，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
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践行
新思想、适应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要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群体党员特
别是流动党员，采取精准有效的教育
管理措施。要坚持“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集中培训等基本制度，使党员教
育管理有力度有温度。要加强改革创
新，提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现代化水
平。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
度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加强对《中
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实
施的组织领导。各级组织部门要发挥
牵头抓总作用，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
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党支部要
履行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
党员的职责，不断提高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3 月 29 日，自治区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旗县（市、区）委书记述职
交流视频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出
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关于脱贫攻
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抓好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把关
键一年的脱贫攻坚战更好推向前进。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李
秀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
政协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赤峰市、
兴安盟、乌兰察布市和奈曼旗、鄂伦春
自治旗、正蓝旗、杭锦旗的负责同志作
了发言。李纪恒对 3 个盟市和 4 个旗
县的工作逐一作了点评。

李纪恒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要求我们“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继
续打好脱贫攻坚战”，在参加甘肃、河南、
福建代表团审议时都对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参加甘肃
代表团审议时，专门就脱贫攻坚作出深
刻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我
们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脱贫攻坚的最新
指示精神，坚持“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聚
焦深度贫困地区，贯彻好精准脱贫方
略，尽锐出战、真抓实干，确保如期高质
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李纪恒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紧盯任务清单和时限要求，坚决有力

推进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确
保整改工作全部真见底、全面真见效。要
切实抓好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健康扶贫、
教育扶贫等工作，不断提高脱贫攻坚的质
量和成效。要不断深化京蒙扶贫协作，扎
实做好中央单位和区直机关定点扶贫，大

力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进一
步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布小林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决把
责任扛在肩上，把握脱贫攻坚正确方
向，做到目标不变、靶心不散。要坚持

问题导向，把巡视整改与今明两年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结合起来，落实精准
脱贫攻坚方略，强化作风建设，以昂扬
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坚持不懈做好工
作，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以优异的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李纪恒在自治区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旗县（市、区）委书记述职交流视频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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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小林主持 李秀领出席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戴宏）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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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精神，研究自治区完善促进消费体
制机制进一步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的实
施方案、内蒙古教育现代化 2035 和加
快 推 进 内 蒙 古 教 育 现 代 化 实 施 方 案

（2018—2022 年）等事项。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解决困扰基层的

形式主义问题、为基层减负提出明确要求，
并将今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体现了党中
央将反对和整治形式主义进行到底的坚定
决心。全区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把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要从自身做起，深
入排查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从思想

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分析原因，提
出解决措施，切实推动政府系统作风转变，
把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任务。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
量发展要求，将党中央精神与自治区实际
相结合，着力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努力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有效释放消费潜
力。要顺应居民消费转型新趋势，引导各
类市场主体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更好服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会议强调，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要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
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加大教育改革创新力度，着力补齐教育短
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布小林主持召开
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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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治区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的实施方案等事项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戴宏）3
月 29 日上午，自治区政府举行自治区
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自治区党
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出席聘任
仪式并为焦雪岱、廉信、张有恩、赵新
民、徐英、阿古拉泰、白兰等 7 位新聘馆
员颁发聘任书。

尊老崇文、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
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文史研究
馆的历史使命。多年来，自治区文史研
究馆和全体馆员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履
职尽责，积极作为，在存史资政、文化建

设、统战联谊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自治区政府希望文史馆员切实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自觉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积极开展文史研究、艺术创作和统战联
谊，为传承、弘扬和创新内蒙古优秀传
统文化建言献策、出计出力，共同守护
好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美好精神家园。

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包振玉主持聘
任仪式，赵新民代表新聘馆员发言。自
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文史研究馆部
分老馆员参加仪式。

自治区政府新聘7位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
布小林为新聘馆员颁发聘任书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郭俊
楼）3月 29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全国两
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并进行交流研讨。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秀领主
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
虎、董恒宇、郑福田、刘新乐、马明、常军
政、其其格及秘书长狄瑞明出席会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李秀领指出，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自治区政协的重
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我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其他 5 次下团组重要
讲话精神相结合， ■下转第 2 版

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
李秀领主持并讲话

□本报记者 刘宏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
话精神为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道
路，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
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参加审议
的代表都备受鼓舞、倍感振奋。”3 月 25
日，全国人大代表、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
阿左旗旗委副书记、旗长戈明在阿左旗巴
彦浩特城西外围生态修复项目现场，给
100余名奋战在植树造林、园林绿化一线
的党员干部和职工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宣讲中，戈明结合自己参加全国两
会的所见所闻和个人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的感悟体会，从两会盛况、主要内容、最新
政策，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内蒙

古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方面
进行了解读。他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
示，我们全旗上下切实按照总书记的要
求，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下了大功夫、花
了大力气，持之以恒地为阿拉善增绿添
彩。大家作为植树造林和园林绿化的一
线职工都很辛苦，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让
我们全旗的人民群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
发生在身边的巨大变化，享受到绿色带给
我们的福利。今后我们要努力把巴彦浩
特镇打造成‘舒朗大气、生态宜居、独具特
色’的小镇，这和你们的工作是密不可分
的。当下又到了春季造林的黄金时节，大
家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的殷切嘱托， ■下转第 3 版

让绿色成为大漠发展的最美底色

3 月 29 日，自治区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旗县（市、区）委书记述职交流视频会
在呼和浩特召开。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