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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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鄂尔多斯4月6日电 （记者
王玉琢）4月4日，自治区“草原学习轻骑
兵”宣讲小分队成员、内蒙古农业大学草
原与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明玖，走进鄂尔
多斯部分社区、农村，为当地老百姓宣讲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让绿色发展理念扎
根在百姓心中。

当日，在康巴什北区达尔罕社区学
习讲堂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王明玖
以《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题，
从全国两会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总体要求
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准确、深入地进行
了解读，他还结合鄂尔多斯生态建设，为
社区居民们做了生动地宣讲。整场宣讲
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引起大家阵阵掌声。

康巴什区哈巴格希街道办事处达尔
罕社区党委书记袁小梅说：“今天，通过聆
听王明玖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对
总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
示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让我对内蒙
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对鄂尔多斯的生态

文明建设感到自豪。”
“听了老师的讲课，切实能够体会到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老百姓的关怀，现在
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了，就相当于各级党
委政府给我们发的‘民生红包’和‘幸福红
包’，在生活中给了我们更多的干劲和信
心”康巴什区居民越美激动地说。

在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甘珠日庙
村，王明玖教授为村民们详细讲解当前自
治区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解读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为村民们普及相关知识，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对村民提出的问题一一解
答，让农区居民们听得懂，理解得透。

甘珠日庙村党支部书记乔振祥说：
“近年来，鄂尔多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已
经趟出了一条成功之路。灵活运用党委政
府的‘宏观之手’，从源头上构筑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规划体系，再加上真金白银的投
入，让‘个体、集体、国家’攥成一个拳头，

‘铺绿’劲头热情高涨。今后我们还要在日
常的工作中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共同促
进家乡的绿色发展，使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为建设好美丽内蒙古，守护好祖国
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做出积极贡献。”

让绿色发展扎根在
百姓心中

□本报记者 康丽娜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破除民
营企业发展障碍，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动力
和活力。”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发
展壮大民营经济的表述充分彰显出内蒙
古在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着力推动民营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信心和必胜
决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区民营经济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区60%以
上的GDP、近70%的税收和60%以上的
城镇就业，民营企业占到全区市场主体的
97%。”1月26日，在自治区两会现场，政协
委员李启华在接受采访时用一组数据有
力地证明了民营经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民营企业遇
到的市场、融资、转型等方面的困难和问
题正困扰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

‘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殷切嘱托不能忘怀。
牢记着“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

化”的嘱托，肩负着“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
走向更加广阔舞台”的使命，去年12月13
日，全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

开，大会现场不仅表彰了49位优秀民营
企业家，还解读了最新出台的《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让全区
民营企业家深感鼓舞，倍感振奋。

会后，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董事
长石磊对记者说：“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26条举措针对性、操作性都很强，相信随
着这些举措的落地实施，民营经济会迎来
更大的发展机遇。”

全国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的石磊
再次带着破解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提案
进京。“从去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
的政策措施让我看到了全国上下对民营
经济发展的重视，这也说明民营企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了，所以今年我
还要继续为民营经济发展‘鼓与呼’。”石
磊说。

“企业家的期盼就是我们不断努力
的方向，自治区工商联要切实发挥好桥梁
纽带作用，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排忧解
难，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自治
区工商联主席安润生表示。

为了解决民营企业“政策信息不对
称”问题，帮助和引导广大企业精准理解
各项政策措施，提升全区民营企业政策运
用能力，1月9日，自治区工商联举办两期
民营经济大讲堂，得到民营企业家的积极

响应。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民营企业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自治区各相关部门纷纷推
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
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和公平竞争诚
信经营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家干事创
业，作出更大贡献。尤其是2018年以来，
自治区实施了一系列“放管服”改革的重
要举措，营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
家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加充实。

着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去年以
来，自治区坚持放管结合、放管并重，持续
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持续优化服务流程，
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开办时
间大幅缩减，办证环节大幅压减，制度性
交易成本明显减少。商事制度改革以来，
全区市场主体从改革前的平均每天新登
记注册732户，发展到现在每天969户，
增长了32%。

合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去年12
月18日，内蒙古检察院制定出台了《关于
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十五条措施》，明确规定依法保护国有企
业与民营企业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
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律保护和法
律服务平等；去年12月30日，内蒙古高
院制定出台了《关于依法保护和支持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区法
院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
益，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平等司法保
障，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切实保障非公有
制经济的正常生产经营。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日前，自
治区财政厅、内蒙古税务局联合印发《关
于我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50%征
收相关地方税费的通知》，明确自2019年
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针对我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50%征收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
（不含水资源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内蒙古银保监局召开全区
银行保险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
业发展座谈会，并制定印发了《全区银行
保险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和小
微企业融资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
各金融机构提升融资服务质效，纾解企业
资金周转困境，积极探索开发符合实际需
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审贷、放
贷效率。

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严格保护产权，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相继推出，切实保障了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专心创业，安心经
营，同样也昭示着自治区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明确方向和前进步伐。

我们相信，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
落地见效，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未来。

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本报记者 刘向平

杨玉拿起一根拐棍，支在腘窝处，左
腿离地，右腿站立，弯着腰把装在编织袋
里的玉米面、麸子、豆粕一勺一勺地挖到
手推车里，掺上自来水，用锹反复搅拌后，
又一锹一锹地把猪食铲到三轮车上，然后
很吃力地爬上车斗。

高贵左手握住车把，右手用两根拐
杖做支撑，屁股一挪一扭，一扭一挪终于
坐到驾驶椅上，插上钥匙，启动三轮车，然
后绕着11个猪圈分别给27头猪喂食。

高贵负责开车，杨玉负责给猪拌食
和喂食，这是他俩自2017年8月以来每
天固定不变的分工。他俩都是固阳县下
湿壕镇油坊壕村村民，也都是靠拐杖行走
的残疾人。

谈起今年58岁的高贵，村民们都说
他是“被命运捉弄的人”。3岁时，他被亲
生父母送给了别人；15岁时，他就跟着养
父四处擀毡，20岁早早结婚，21岁时养母
去世，26岁时养父也去世。

他说：“我也想我的爸爸妈妈，哪怕我
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他们能打我一顿，骂
我一顿，我也愿意。可是，我再也见不到
他们了。”

说着，他用袖口擦了擦已经湿润了
的眼睛，点着一支烟，长长吐了一口气，装
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记者说：“我的承受
能力很强，你是想象不到的。”

高贵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一般人是难
以想象的，可更难以想象的是，他接下来
的人生。

油坊壕村是靠天吃饭的贫困村，为
了让妻子和两个儿子过上好日子，高贵
38岁时外出打工，是远近闻名的电工。

“本来，我们一家4口的小日子越过
越好，没想到，2004年我做了一次心脏手
术，欠了6万元的外债，生活一下子回到
了解放前。”高贵的老婆王美琴说。

面对从此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婆，高
贵一边照料，一边安慰，“只要人还在，就
可以再‘刨闹’。”

这次，他没有被击垮，继续外出打工，
因为他始终坚信，只要吃苦，日子就不可
能过不好。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捉弄着他。2011年，
他28岁的大儿子因车祸不幸丧生。突如
其来的打击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
高贵的心。他哭过，也不止一次，但都是
在夜里，一个人蒙着被子偷偷地哭，生怕
影响了体弱病残的老婆。在白天，他依旧

是七尺男儿，顶天立地。
这次，他也没有被击垮。他常常对

老婆说，“只要我还活着，就可以再‘刨
闹’。”

2014年，长年在外打工的高贵积劳
成疾，被查出患有股骨头结核病，右腿一
下子不能动弹了。他四处求医，保守治
疗，只为省点钱。可是，最后还是做了手
术。出乎意料的是，命运再一次捉弄了
他，手术没成功，双腿终身残疾，还欠下了
5万多元钱。

村民们都在为他担心，接下来的日
子该怎么过？他说，“只要有双拐，我还可
以再‘刨闹’。”

这次，他依然没有被击垮。
2017年6月，高贵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政府每月给他几百元。拿着这白
来的钱，高贵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说：

“很丢人，我虽然双腿残疾了，但脑子不
残，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
富。”

高贵瞅准了养猪，可这又不是一个
人能干的事儿，怎么办？自己是个残疾

人，谁愿意合作呢？
他找到了因车祸而左脚截肢的本村

村民杨玉，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养猪。
可是，钱从哪里来？得知两位残疾

人立志要脱贫的消息，村书记、驻村工作
队的所有成员都给他俩做了担保，总计贷
款24万元。

钱有了，但他俩都是没“腿”的人，别
说做营生，连自己的行动都非常不便，谁
来干活儿？

想到这儿，两人又傻了眼。他们思
索着，养三两头猪挣不了多少钱，多养的
话，营生就多了。最后，决定买一辆电动
三轮车，作为他俩共同的“腿”。

2017年8月，540平方米的暖棚猪
圈建起来了，40平方米的饲料加工厂建
起来了，6头母猪、8头生猪和1头公猪也
陆续买回来了。同时，他俩又在周边开垦
了十几亩荒地，种植玉米、豆类等饲料作
物，从而开辟了作物产饲料、饲料养猪、猪
粪做肥料的绿色种养殖循环模式。

2018年，他们卖了14头猪，总收入4
万多元，之后又买了52头仔猪，现在可以
全部出栏。

指着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大白猪，高
贵欣喜地告诉记者：“今年可以脱贫了，再

‘刨闹’几年，致富也没问题。”
高贵和杨玉两位残疾人自强自立的

故事很快在周边的十里八乡传开，贫困户
们纷纷表示，再不能懒下去了，一定要以
高贵为榜样，做个高贵的人。

高贵，高贵！

本报锡林郭勒4月6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入春以来，锡盟大部分地
区气温偏高、持续干旱少雪，加之去年
植被长势良好，林草可燃物积蓄增多，
草原森林防扑火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
严峻。在此情况下，锡林郭勒盟为切
实做好森林草原防扑火工作，于3月1
日提前15天进入春季防火期，各地各
有关部门采取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时刻紧绷防火这根弦，进一步压实工
作责任，强化督查巡防工作，全力消除
隐患，加强备勤备战，严防火险火情，
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确保一旦发生火
险火情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切实保障草原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锡盟境内森林草原生态资源丰富，
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
26.5%，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生
态地位极其重要。在今年的春季防扑火
工作中，该盟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
度，要求各旗县研究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落实好组织机构、防灭火责任、基础
设施、工作经费、火灾处置五到位。全盟
各级应急管理、林业草原、气象、森林消
防等部门通过健全会商研判、情况通
报、信息共享、联动高效的部门合作机

制，高效协同、形成合力，确保森林草
原防扑火工作正常运转、有序推进。
与此同时，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
科学扑救、以人为本、属地管理”的森
林草原防火方针，制定了2019年森林
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坚持
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实战，注重
运用新媒体、新手段，采取多种方式，
切实提高防火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增强全社会的防火行动自觉。

东乌珠穆沁旗境内草原生态良好，
且有大片森林，是锡林郭勒盟防范草原森
林火灾的重点区域之一。在进入春季草
原森林防火期以来，该旗各苏木镇场广泛
加强防火宣传工作，与重点防范地带的企
业签订防火协议，安排24小时值班工作
机制，严谨盘查过往车辆的防火设备，并
提高警惕，严防跨境火灾。

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明确森林草原
防火目标任务，坚持预防为主，把宣传
教育作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第一道
工序、第一道防线来抓，充分利用媒体
平台大力宣传、普及《草原法》《森林
法》《草原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草原森林扑火知识，使防火意识深
入人心。 ■下转第2版

锡盟严防火险火情
保障草原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本报包头4月6日电 （记者 宋
阿男）“我儿子去世后我为他选择了树
葬，只花了2000多元，经济压力不大，
一棵柏树天堂园给管理10年，10年后
就成了一棵大树了，不仅不占地对环
境还有好处，我儿子泉下有知也会很
欣慰的，也算是真正做到了入土为安，
天堂园公墓和包头市民政局真是为老
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清明节将至，4
月4日上午，记者到包头市东河区天堂
园公墓采访，刚刚祭奠过儿子的东河
区市民李忠艳提到生态节地安葬时这
样对记者说。

在包头市首个花园式人文生态陵
园——九龙生态人文纪念园，记者看

到的是宽敞明亮的接待大厅、潺潺的
流水、开始泛绿的草地、错落有致的景
观，真正是逝者依山傍水，生者心旷神
怡，让人有进入一个公园的感觉，总经
理赵宁告诉记者：“我们就是要打造花
园式陵园，实现从公墓到公园的根本
性的转变！同时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也
要认真承担社会责任，让墓碑瘦身，让
纪念扩容，全力推进生态节地葬。去
年8月 18日我们安排17户生态葬进
行了公祭，今年4月5日，我们将继续
安排生态葬公祭，把绿色环保、生态节
地、公益惠民的观念和措施落到实
处！”

■下转第2版

绿色环保 节约土地 公益惠民

包头市生态安葬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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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全力化解火灾风险隐患

4月 6日，正值清明节小
长假，在呼和浩特市满都海
公园，市民正在游园赏花。
近日，随着首府气温回升，备
受市民关注的桃花，在首府
景区、公园等地争相盛开，难
得的桃花美景春意盎然，吸
引不少市民踏青游玩，享受
春光。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桃花美景
春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