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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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刘晓冬）
4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纪恒深入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
司和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调研，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不断深化电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切实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
章，有力助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纪恒来到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
司，观看专题片，参观成就展，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实时监管系统运行情况和企
业经营情况。在金桥热电厂，他察看中

水岛生物曝气池，询问中水净化处理及
循环利用情况；走进集控室，深入了解
发电和供热等情况。李纪恒强调，发电
企业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转
型升级，不断提升清洁高效和节能减排
水平。

李纪恒走进科尔沁220KV变电站
主控室和设备室，深入了解变电站运行
管理、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情况，现场观
看无人机精细化巡检演示。在内蒙古
电力公司客服中心、内蒙古电力交易中
心、调度控制中心，李纪恒详细了解话
务监控和客服工作、电力交易改革、多
边交易市场运行和蒙西电网实时运行
调度情况。他要求，供电企业要科学安
排电力调度，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加大
电力余缺调剂力度，切实保证企业生产
用电、居民生活用电和重点领域用电。

期间，李纪恒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两
家企业工作汇报。李纪恒充分肯定两家
企业多年来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我们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
好，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两个
方面的重要要求，电力企业的责任和作
用不可或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担当，扎实做好生产建设、经营发展、
节能减排等工作，在全区发展现代能源
经济中一马当先，在全区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中奋勇争先。要优化电源电网布局，
着力缓解供求矛盾，切实保障电力可靠
供应。要聚焦补齐短板，加大电网投资
建设力度，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新能源开
发利用力度，推动电力工业高质量发
展。要调整优化电力供应结构，推进电
力消费变革，促进电力行业生产和全社
会用电绿色升级。要向改革要动力、向
市场要活力，巩固提升我区“电价洼地”
优势。要抓好党的建设，以党建新成效
引领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自治区领导罗永纲、张韶春及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李纪恒在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司
和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

深化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自治区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丁小溪 黄玥

4月1日清晨，伴随着天安门广场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市
委党校的学员们，列队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
词，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塔前接受灵魂的洗礼。

70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英雄纪念碑
就在天安门广场奠基。自建成以后，这座雄伟的石碑就成
了中国人的精神丰碑，那闪着金光的大字——“人民英雄永
垂不朽”，镌刻着一个民族对人民英雄的敬仰。

为了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无数英雄的中华儿
女前赴后继地奉献着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
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饱含着对英烈的崇高敬意，更宣示
着中国人民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

幸福，来源于英烈的牺牲与奉献
4月1日，一个噩耗令人痛心扼腕：
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森林火灾救火现场，27名森林

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遭遇意外，不幸牺牲。网民用
各种方式表达哀悼。

清明节前夕，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发起的“寻找英雄”大
型活动，通过展示志愿军烈士遗物寻找其亲属，短短几天时
间就有5位烈士的亲属信息确定被找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必
定崇尚英雄。

在那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烽火岁月里，李大钊面
对反动军阀的绞杀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
利”，夏明翰被反动军警杀害前留下千古名句“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面前用鲜血诠释了“生的
伟大、死的光荣”……

在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黄继光、邱少云们用生命诠释
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雷锋、时传祥们用一辈子践行“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王进喜、蒋筑英们用拼了命的奉献让祖国强
大、人民幸福……

在改革开放年代，战士李向群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英
勇献身，像李晓红一样的白衣天使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
斗中用生命挽救生命，“警界女神警”任长霞在2004年侦破
案件途中因公殉职，人民教师谭千秋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
中用血肉之躯护住四个学生……

在中华民族迈向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那些
“用热血去守护、用生命去捍卫”的故事从未间断——

被誉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在罹患肺癌后依然带
病坚持工作，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大科学工程
落成后，病情恶化溘然长逝；

“90后”武警战士谢樵，在云南鲁甸地震中为营救受困
群众，毅然跳入激流涌动的堰塞湖，失踪后壮烈牺牲；

“为民甘做孺子牛”的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许帅，把共产
党人的大爱无私奉献给困难群众，因病去世后捐献了遗体和
眼角膜，完成了“救助生涯的最后一站”；

患癌的浙江乡村女教师陈莹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忍痛
给毕业班的孩子上完“最后一课”，短暂的人生轨迹涌动着触
动灵魂的深沉力量；

……
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华

儿女数以千万计。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离世时风华正茂，然而有名有
姓列入烈士英名录的只有不到200万。

可以告慰英烈的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换来了今天祖国山河的无限壮丽——
烈士们守卫的北京卢沟桥，今天已成为激励国人勿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圣地。
烈士们血战的上海吴淞口，今天已是亚太地区最为繁忙的国际邮轮母港，见

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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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章奎）4
月3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学
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
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通报执
法检查安排并部署相关事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主持会议。自治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荣禧、廉素，自治区副主席包
钢，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施文学
和执法检查组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是通过法律监督贯彻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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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大具
体行动，是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开
展的全国统一行动。要突出重点，兼
顾一般，对照相关条文，聚焦规划编制
和执行、聚焦责任落实、聚焦监管落
实、聚焦点源污染、聚焦面源污染、聚
焦旗县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聚焦饮
用水源地保护，坚持问题导向，逐条对
照法律条文开展执法检查，切实推动
解决法律落实不好、效果不彰等问题。

会上还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专题
培训。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启动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杨婷

又逢一年清明时，缅怀先人寄哀
思。4月2日上午，在大青山脚下的碧
宏峰陵园，家住呼和浩特市的陈先生
和家人一起，参加了呼和浩特市民政
局主办的以“感知生命·珍爱家园”为
主题的第四届节地生态集体免费安葬
活动。

包括陈先生在内，共53个家庭在
这一天选择了节地安葬。呼和浩特市
民政局殡葬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说，节
地生态安葬，主要包括树葬、草坪葬、
花坛葬、小型墓碑葬等。从2016年开
始，呼和浩特市民政局每年都会举办
免费集体生态安葬活动，经过几年的
努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受了
生态安葬。

民政部等9部委出台《关于推进节
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以后，我区各
地积极倡导和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初
步建成一批节地生态安葬设施。截至
2018年底，全区已建成公益性公墓27
个，骨灰堂49个，共为3560多位选择
生态安葬的逝者骨灰免费进行了树葬
和草坪葬。

乌兰察布市利用荒山瘠地种树种
草建生态墓园，完成沿公路、铁路
3000座散坟迁移；呼和浩特市持续进
行大青山前坡经营性公墓生态公园式
改造，初具成效；呼伦贝尔市积极推行
林区生态安葬，目前莫旗已建成4个
区域8万多平方米生态树葬区，骨灰全
部实行树葬；通辽市、赤峰市等地采取
散坟迁移等方式推广树葬、节地葬，节
地生态安葬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
认可。

生态安葬与绿色为伴

本报乌兰察布4月3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我们
的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好，是因为离不开
每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不懈努力。”4月3
日上午，自治区“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小
分队成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王立华来到集宁区泉山街道办事
处，向干部群众宣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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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两会精神。

“为什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因为
太多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保护好
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座

的各位也许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是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逛街时
少用一个塑料袋、每天勤关灯、节约用
水，树立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今天做
起的意识。”百余人的会场鸦雀无声，突
然，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泉山街道办
事处主任张岭说：“王教授讲得太好了，

用身边的事例告诉我们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她讲到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让
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宣讲结束后，大家纷纷围住王教授
提问交流。70岁的社区居民刘有热切
地问：“国家对社区养老有什么新政
策？”站在一旁的王靖华也急切地问：

“国家对大学生就业有哪些政策支持？”
王立华教授现场回答了有关养老、大学
生就业、机构改革等提问。

当天下午，王立华又来到乌兰察布
职业学院的学术报告厅，给这里的老师和
学生带来精彩的宣讲。王立华结合职业
学院的特点，别出心裁地分析了90后学
生的特点，从他们的日常生活说起，比如
过度使用外卖餐盒等现象，以小见大地阐
明保护生态的重大意义。该院会计专业
大二学生郑津说：“听了王教授的讲座我
受益匪浅，今后我要身体力行，要节约每
一粒粮食，购物尽量选择绿色包装，不乱
扔垃圾从我做起，做好这些事就是为保护
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保护生态环境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18

4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走进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司金桥热电厂集控室了解发电、市政供热等情
况。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毛锴彦）
4月3日，记者从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获悉，入春以来，由于气候
不利因素、人员活动频繁等原因，我
区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因素不断
增加，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压实责任、严控
火险。

据了解，我区现有森林面积3.92亿
亩，草原面积13.2亿亩，是我国北方面
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今年
入春以来，我区气温也较往年明显偏
高，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1-2℃，为1961年以来第三高；降水较
常年偏少，大风天气多，天干物燥；可燃
物积累较多，大小兴安岭林区等部分区
域可燃物载量每公顷达60吨，高出国
际公认易发特大火灾临界值的2倍，还
有蒙古国、俄罗斯的外火威胁，防火形

势十分严峻。4-6月份是我区森林草
原火灾的高发期，这一期间火灾发生次
数占全年火灾总数的80%以上，随着农
事生产、工矿企业施工、旅游等野外活
动人员明显增多，加之清明节传统祭祀
习俗，多重因素叠加使全区面临更大的
火灾风险。

春防以来，全区虽未发生重特大
森林草原火灾，但 3月 30日赤峰市巴
林右旗罕山林场发生森林火灾，起火
原因是农用车尾气跑火；4 月 1 日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发生
草场火灾，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这
两起火灾虽然很短时间内就被扑灭，

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但是仍然暴露出
一些地区和部门、单位责任落实不到
位、隐患排查不深入等问题，反映出
在火源管理、防火宣传、信息报送等
方面还存在漏洞。

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作为森防第一责任人，要认真研
究部署，亲临一线检查，切实解决实
际问题，特别是清明节期间是森林草
原火灾高风险期，更要严格确保各项
火险管控责任落实到位。分管领导
作为直接责任人要具体抓、抓具体，
从盟市到旗县、镇场、村，层层分解落
实责任。林区各单位尤其是森林草
原经营管理单位作为防火主体，一定
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切实把责任实实
在在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
上。

当前我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严峻 责任落实到位是关键

森林草原是极其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
关生态安全、群众安危。为了切实做好我区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宣传工
作，不断提高全社会防火意识，本报从即日起至5月份开设“做好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 全力化解火灾风险隐患”专栏，深入报道我区在火灾隐
患排查、火情监测、应急保障等方面的有效措施，让广大群众真正认识
到火灾危害，增强全社会的科学防火意识。

开
栏
的
话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全力化解火灾风险隐患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17. 关注血压变化，控
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
患者要学会疾病自我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