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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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者
史竞男）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
院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日
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分十二个专题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
意义、主要观点、精神实质，阐明这一思
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

创性贡献，分析这一思想蕴含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呈现其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
态及其伟大意义。

该丛书注重在理论的深化和转化
上下功夫，力求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
话语，对于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增
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

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

张晓松 林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上午在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发
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全
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
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
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10时
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等集体乘车，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
顺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城市森林公园内，面积约500亩。这一
地块原来建有化工厂等设施，拆迁腾
退后用于绿化建设，未来将成为群众
放松休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向
植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
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
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
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挥
锹铲土、围堰浇水，忙碌起来。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瑞木、碧
桃……习近平接连种下7棵树苗。他一
边劳动，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员询问学
习生活和体育锻炼情况，叮嘱他们从小
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用自己
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祝他们
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参加
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苗培土、
拎桶浇水，不时同身边的干部群众交流
加强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新中
国植树节设立40周年。40年来，我国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增长一倍左
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对全
球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

同时，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
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气力
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
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众人拾柴火
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要全国动员、

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各级领导
干部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
树。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入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森

林城市、森林乡村建设，着力改善人居
环境，做到四季常绿、季季有花，发展绿
色经济，加强森林管护，推动国土绿化
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刘晓
冬） 4月 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
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纪恒
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
想，全面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
神，把握正确方向，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推动我区外事工作迈上新台阶。

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布小林、林少春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外事工作会
议精神，研究了贯彻落实意见，审议

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
委员会工作规则》《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李纪恒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
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开
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
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
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外交思想。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上
来，自觉把我区外事工作放在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中去谋划推进，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做好
各项工作。

李纪恒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外
事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自治区党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牵头抓总和决策议事
协调作用，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自治

区对外交往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把外事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
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大支持保障力
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级外事
部门要主动作为，认真履行职责，规范
外事管理，切实发挥好应有作用。要充
分发挥我区向北开放的地缘优势，不
断深化同俄蒙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积
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深度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内蒙古在更
大范围和更广领域走向世界。

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

李纪恒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努力推动我区外事工作迈上新台阶

布小林出席

本报鄂尔多斯4月8日电 （记者
王玉琢）近日，记者在准能集团黑岱沟露
天煤矿采掘现场看到，重达5300吨的吊
斗铲正在作业，每一铲就可将90立方米
的土和岩石从采矿区送至200米以外的
排土场。据悉，这项工艺每年能完成
22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运输。

黑岱沟露天煤矿矿长曹勇感触地
说：“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按照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作业中
减少污染，实现环境保护。使用这项工
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节能环保，这
22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3台35
立方米的电铲和18台220吨的卡车一
年完成的量。”

鄂尔多斯市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推进
矿山安全绿色开采，从而实现环境保护。
过去露天煤矿，在剥离煤层表面土石时，
经常使用大型矿用卡车运输，会消耗大量
柴油和产生环境污染，而黑岱沟露天煤
矿，采用新型的吊斗铲抛掷爆破无运输倒

堆工艺科技，大大减少了卡车运输时产生
的扬尘，它的动力来源是电能。

“亮剑污染，绿色发展”。鄂尔多斯
市根据各地矿井开采条件及地理位置，
因地制宜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推行煤矿
绿色开采。目前，鄂托克旗裕兴煤矿、长
城煤矿实现连采连充填，最大限度减少
煤炭开采对地表生态及地下含水层的影
响。神东公司矿井在井下采空区建立地
下水库，满足煤炭生产、矿区绿化、矿区
生态用水及其他项目用水需求。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技术装备科副科
长李志军说：“煤炭企业都在大力研发推
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智能化开采等绿
色开采技术工艺，提升煤炭行业整体水
平，防止开采煤炭对环境造成污染。”

在准格尔旗蒙泰集团公司唐公塔
集装站记者看到，企业通过喷淋设施、
多台雾炮机、洒水车辅助抑尘，实现多
层次、全方位防尘抑尘，确保环境污染
最小化。

■下转第2版

鄂尔多斯市多措并举
防治污染推进绿色发展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赵曦）4
月8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清明假期，我区旅游市场平稳增长。
4 月 5 日 至 7 日 ，全 区 共 接 待 游 客
408.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9.37%；实现
旅游收入 207149.11 万元，同比增长
13.03%。游客出行主要以探亲、扫墓、踏
青等短途旅行为主。

清明假期，以祭奠先烈等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为主的红色旅游受到游客关
注。乌兰察布市集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和
绥蒙革命纪念园设计推出祭奠英烈相
关活动，受到社会各界欢迎，迎来较大
客流；包头市五当召景区推出了“缅怀
先辈、继承传统、祈福五当召”主题活
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科尔沁博物馆、孝
庄园文化旅游区、开鲁麦新纪念馆等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游客献上生动的爱
国教育课；许多游人自发到人民英雄纪
念碑、烈士陵园等地为革命先驱、烈士

们扫墓祭祀，缅怀先人寄托哀思。
同时，随着周边环境的持续改善，

气候转暖舒适，以踏青赏景为主的自然
观光游人数大幅增加。通辽市孟家段湿
地旅游区、阿古拉湿地等成为摄影爱好
者的最佳拍摄地，乌海市乌海湖数万只
红嘴鸥在湖面嬉戏、觅食，与游客亲密
接触，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呼
和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派出志愿服
务队开展了“文明旅游关爱自然”为主
题的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强化文明旅
游意识，宣传自然旅游资源。

另外，节日期间，以休闲度假为主的
周边游、近郊游成为主流。许多A级景区、
休闲农牧业示范点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
周边乡村旅游点、农牧渔家乐等连点成
线，形成集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精品
旅游线路。乡村旅游点垂钓采摘，黄河湿
地鲤鱼节、开河节，城市周边温泉养生游
都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理想去处。

清明假期我区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旅游收入破20亿元

本报阿拉善4月 8日电 （记者
刘宏章） 随着气温的回暖，连日来，
阿拉善盟抓住春季植树造林的黄金季
节，掀起了植树造林高潮。近日，记
者在阿左旗吉兰泰镇梭梭林基地种植
现场看到，数台打坑机械联合作业，
近百名植树工人挥舞铁锹，栽树、浇
水、栽植苗木，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

现场指导植树的阿拉善左旗吉兰
泰林业工作站技术人员巴志峡告诉记
者：“吉兰泰 2015年形成规模造林，
截至目前已完成 77万亩的造林，形

成了南北60公里，东西20公里的防
护林带，对吉兰泰的盐湖、铁路将起
到很好的保护作用。2019 年计划造
林10万亩，3月上旬开始打坑，到目
前已完成4万亩，计划于4月底全部
完工。”

据记者了解，2019年阿拉善盟按
照全盟林业生态建设框架，将分区施
策、重点突破，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持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及防沙治沙示范
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建设。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今年该盟计

划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131.5万亩，其
中人工造林65万亩，飞播造林28万
亩，封沙育林7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31.5万亩。同时计划完成重点区域绿
化3.6万亩，重点推动26个嘎查精品示
范村建设及城镇周边、农田林网、公共
空间、庭院等绿化美化；并开展以“互
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要完成全
民义务植树95万株。

为确保2019年植树造林任务全面
完成，该盟林草局在春节后就提前做
好任务分解、规划设计、地块落实、
苗木准备等前期工作，做到早谋划、

早部署、早行动。将任务提前分解落
实到各旗区林草局，将工作任务落实
到人，并纳入年度考核，确保植树造
林工作稳步推进。同时，为保证造林
绿化质量，规范苗木供应，提高林木
良种壮苗的使用率和造林成活率，各
级林草部门加强种苗采购、检疫、储
备调运等各项工作，坚持高标准、高
起点、高质量，选择优质壮苗，坚决
杜绝劣质苗。据悉，目前该盟春季植
树造林所需的4226万株苗木已落实到
位，预计5月中旬完成全部春季人工
造林计划任务。

阿拉善盟今年计划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131.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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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18.关注血糖变化，控制
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
者应加强自我管理。

4月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参加首都义务
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