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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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20.每个人都可能出现
抑郁和焦虑情绪，正确认识
抑郁症和焦虑症。

随着2018年12月15日内蒙古
首个5G试验基站在呼和浩特开通，
短短 3个月的时间，内蒙古移动快
速实施、全面部署，现已率先在全区
各盟市全部开通5G试验基站，这标
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正式进入5G发
展快车道。5G之花绽放草原各地，
为全区人民带来科技之美。

当前，5G正处于技术发展和产
业化培育的关键时期，在“数字内蒙
古”的大背景下，为响应国家、自治区
政府关于5G产业发展的号召，内蒙
古移动携手华为，采用5G AAU+数
字化室分相结合的组网模式，完成了
全区12盟市的5G部署。为了让更

多的用户尽早体验到5G带来的创
新与发展，内蒙古移动在全区12个
盟市的旗舰营业厅搭建了5G体验
区，广大消费者可以在现场体验
VR远程直播、VR点播、16路高清
视频、360°VR 等 5G 业务。有的
营业厅还部署了猜拳机器人、无人
机高清视频回传等更多的5G业务，
充分让用户感受到5G大带宽、低时
延、大连接的特性。

伴随着5G时代的来临，内蒙古
移动秉持合作与共赢的生态理念，
助力“数字内蒙古”战略加速落地，
更好的适应网络新经济、社会大协
同、应用大创新的新时代需求。内

蒙古移动将以“4G改变生活，5G改
变社会”为目标，满足全区人民日益
提高的通信需求，提升全区信息化
水平，为全区的数字化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

内蒙古移动开通全区全部12个盟市5G基站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梅世雄）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缅甸国
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习近平说，中缅“胞波”情谊源远
流长。当前，中缅关系总体向好发展，
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新进展。中方
高度重视中缅关系，不管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愿一如既往同缅方加强战略
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给两国人
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为
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说，中缅军事合作是两国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两军要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共同打

造基于互信互利、并致力于维护两国
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两军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
进程，关注缅北形势发展，希望缅方同
中方相向而行，进一步强化边境管理，
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敏昂莱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拨冗
会见。他说，缅中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友谊，两国两军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
展。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缅国家
和军队发展建设给予的宝贵支持，感
谢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缅方欢
迎、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加强与中方各领域务实合作，采取
切实措施维护缅中边境地区稳定。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
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缅甸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苏永
生）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
2018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的决
定，对2018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
名单进行公布，17项成果获得自治区
自然科学奖，94项成果获得自治区科
学技术进步奖。

据了解，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有关规定，经自治区科
学技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自治区科学
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自治区人民政
府决定授予“植物钙离子信号转导和
转运分子机制研究”等4项成果自治区
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过渡金属催化
的二茂铁联烯化合物的偶联反应研
究”等7项成果自治区自然科学二等
奖；授予“利用 δ-catenin、Dynamin-
2、Erbin和LAP-1四个相关蛋白联合
预测食道癌患者预后的应用研究”等6

项成果自治区自然科学三等奖；授予
“燕麦加工链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等11项成果自治区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授予“年产10万吨超细
煅烧高岭土示范生产线”等33项成果
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授予

“（1R、2S）-1-苯基-2-（1-吡咯烷
基）-1-丙醇的合成技术研究”等50项
成果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自治区人民政府希望受表彰的单
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推动
全区科技进步事业发展再建新功。希
望全区科技工作者要向受表彰的单位
和个人学习，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弘扬创新精神，充分发挥科技在支
撑发展、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勇于
担当、敢于超越，为建设创新型内蒙
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祖国北疆
亮丽风景线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8年度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名单公布

17项成果获自然科学奖
94项成果获科技进步奖

本报4月 10日讯 （记者 刘志
贤）“到2020年，‘草原资源利用与北方
生态安全’学科群的生物学和生态学进入
国内一流学科前列，化学学科进入ESI全
球学科排名前1%；到2030年，生物学和
生态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环境/生
态学、生物与生化、植物与动物科学进入
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化学学科进入
国内一流学科前列……”在内蒙古大学

“双一流”建设规划中，高质量开展“草原
资源利用与北方生态安全”优势特色学
科群建设被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进度表。

近年来，我区从政策、资金、人力等
各方面给予投入与倾斜，着力加快推进
自治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2016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统筹推进国内和
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
案》，旨在自治区重点高等学校和重点

学科建设中，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优
势，加快建成若干所国内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批国内世界一流学科，提升我区高
等教育综合实力。2018年，自治区政
府与教育部签订了“部区合建”内蒙古
大学协议，内蒙古大学成为我区唯一一
所教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合建高
校。“部区合建”工作启动后，我区将内
蒙古大学列为首选支持的“双一流”建
设高校，并规划力争到2025年左右率
先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争取早日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同时，自治区遴选内
蒙古大学的生物学、生态学、化学、中国

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民族学、中
国史等6个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力争达
到国内一流学科水平。在一系列支持
下，内蒙古大学在学科建设、重点实验
室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获批“省
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
重点实验室”立项建设，实现了我区高
校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
破。“蒙古高原生态学与资源利用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建设。“优良家
畜规模化繁育技术”和“乳制品质量安
全控制技术”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内蒙古

大学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已由2010年的
1个增加为12个，进入全国排名前30%
的学科由2个增加到4个，进入前40%
的学科由6个增加到9个……

自治区“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投
入也在不断加大。2017年，自治区“双
一流”建设专项经费为1亿元，2018年
增加了一倍，提高到2亿元，按照相关
建设方案，确定对我区高校的16个“一
流学科”进行重点建设，涉及内蒙古大
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内
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等7所
高校。2018年，内蒙古大学还获得了

“部区合建”专项经费1亿元，主要用于
学科平台建设，有效提升了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与
社会服务等综合实力。

■下转第2版

我区着力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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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暖风轻抚西柏坡，又是一个春天。
70年前的3月，党中央从这个背

靠太行山的小村落动身前往北平。毛
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
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
绩”。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
“赶考”脚步。神州大地上，一幅幅壮
丽的发展画卷在描绘，一部部感天动
地的奋斗史诗在书写。

奋斗，不负使命荣光
一份喜报，令人欢欣：2018 年 9

月，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脱贫出列，摘
掉32年的“贫困帽”。

70年前，中共中央进城前夕，在
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
中国的宏伟蓝图；“两个务必”的号召，
警示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巩固脱贫成果、加快转型升级、
治理生态污染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
严峻的考题。我们要加快步伐，努力
走在前面。”平山县委书记李旭阳说。

李旭阳清晰记得，2013年7月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同干部
和群众座谈时的场景——

“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平山党员干部，带头坚持‘两个务
必’，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一心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履行职责

的各个环节，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从“两个务

必”的见证者到践行者，老区的党员干
部用扎扎实实的行动，为伟大精神写
下生动鲜活的注脚。

今年51岁的陈国平，曾长期担任
西柏坡镇梁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1996 年上任伊始，面对特大洪
灾，陈国平带着班子成员和壮劳力组
成“工程队”，苦干100多天，修复了道
路，新造耕地100亩。

2009年，梁家沟村启动新民居建
设，陈国平主动选了最差的一块宅基
地。建设旅游路、打造红色旅游小镇，
需要拆迁，陈国平和3位村干部率先
拆了自家房子。

有着 51年党龄的西柏坡村老支
书闫文进，对记者清晰流利地背诵出

“两个务必”。“共产党员就是干事创业
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要牢记‘两个
务必’，把自己的考卷答好，西柏坡人
更要如此。”

时代，日新月异。奋斗，永不停歇。
西柏坡镇人均耕地少，又处在水

源保护地范围内，生态保护的压力和
责任重大，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
党员干部带头。

去年村“两委”换届，西柏坡镇16

个村有11个换了党支部书记，干部队
伍更加年轻化。

“村党支部书记从过去平均年龄
60岁以上，下降到现在的平均年龄48
岁左右，最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是
1987年生人。”西柏坡镇党委书记陈东
亮说，我们要以敢于考出好成绩的精神
状态，战胜前进路上的一个个困难。

奋斗，为了美好生活
这是平山县下槐镇南文都村：平

整的道路、漂亮的文化广场、成方连片
的鱼塘……几年前，这里还是垃圾围
村、污水横流，就连村委会大门也被猪
圈、厕所“堵”了起来。

改变，始自扶贫工作组的到来。
驻村第一书记张端树调研后发

现，南文都村距离西柏坡景区不到4
公里，依山傍水，具有天然的地理优
势，大有潜力可挖。

整治村貌，治理河道，修建荷花池
塘，栽植葡萄、樱桃，打造农业生态观
光园……扶贫工作组和村民一起，扮
靓着山村。

土地流转、园区打工、办“农家
乐”……村民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驻村期满，张端树被村民留了下
来。张端树说，永远忘不了村里最后
一位脱贫户说的那一句“共产党好”。

西柏坡纪念馆里，几张黑白图片
记录着历史。

70多年前，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
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
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
田”，点燃了中国人民“翻身立家”的热
望。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岗南水库的
修建，西柏坡人从稻麦两熟的“米粮
川”搬迁到贫瘠的高岗旱岭上，人均耕
地锐减，生活一度变得艰难……

74岁的老党员闫青海的身上，浓
缩了西柏坡人的奋斗创业史：年轻时
开运输船，进城打工，开办西柏坡第一
家“农家乐”、成为村里首个“万元
户”……闫青海一直相信，好日子是奋
斗出来的。

“过去，党带领老区人民翻了身，如
今又带着老区人民脱了贫。艰苦奋斗
的精神啥时候都不能丢。”闫青海说。

看准了西柏坡村的旅游业前景，
“80后”大学生闫二鹏2005年回到家
乡，接过了家里的旅馆生意。在经营旅
馆同时，他还开设旅游网站，开发导游
讲解等业务，每年利润达四五十万元。

作为新一代西柏坡人，闫二鹏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红色文化更好
地宣介出去。“到西柏坡参观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能
让参观者更好地领悟西柏坡的历史和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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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斗 的 足 迹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70 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迈开“进京赶
考”的步伐。一个崭新的中国向着世界昂首走来！

70年砥砺奋进，神州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答卷，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恢弘铺展。

同庆祖国华诞，不忘奋斗初心。即日起，

本报开设“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栏目，集
中推出系列报道，深刻反映 70 年来社会主义建
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揭示中国人民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讲述普通人与新中国同成
长、共命运的动人故事，激发干部群众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凝聚新时代团结一

心、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力量。生动展现我区贯彻新发展理念、拼搏奋
进、真抓实干的喜人成就，充分反映草原儿女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讲好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故事，激发干部群众
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 ——编者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张评

妻子有心脏病、大儿子英年早逝、自
己手术失败拄上双拐……在常人看来，
固阳县村民高贵重难缠身、命比黄连
苦。面对生活的困境，高贵不认命、不认
怂，总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高贵想养猪，但村里没人敢跟他合作，
生怕被他拖累。不服软的高贵找到了只有
一条腿的杨玉，两个残疾汉子一拍即合，共
同办起了养猪场，生活骤然好了起来。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身体可
残，但志不可废；心中有光，就不怕路长。内
心的自强不息，让高贵能够笑对命运的捉
弄、无惧人生的坎坷，把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化作脱贫攻坚的艰苦奋斗，不仅拼出了自己
的美好生活，还成了十里八乡的脱贫榜样。

人自强，不低头，永奋斗，谓之贵，
贵由心起。惟其艰难，方显勇毅。脱贫
攻坚是场硬仗，心硬了、志坚了，面对困
难不认怂，面对挫折不服输，这仗才有
的打、能打赢。

贵由心起

本报呼伦贝尔4月10日电 （记
者 戴宏）4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到呼伦贝尔市
调研开发开放、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等工作。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是自治区首家
综合保税区，已引进企业84家。在满
洲里综合保税区，布小林先后来到锦
达国际物流园、乾有宝玉石加工基地、
综合保税区保税展示中心、帆达国际
物流园，调研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了
解综合保税区运营发展。她指出，要
树立强烈的开发开放发展意识，加快
推进满洲里国家开发开放试验区建
设，发挥满洲里试验区在完善我国全
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中的示范带动作
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推动形成
我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呼伦湖是内蒙古第一大湖，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呼伦湖生态环境
治理。布小林来到呼伦湖金海岸，听
取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
报，详细了解呼伦湖水质治理、生态修

复等情况，并察看了湖边治理现场。
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嘎
拉达白辛管护站，她通过监控系统观
看呼伦湖各监控区域实时画面，并与
成吉思汗拴马桩管护站工作人员视频
对话，叮嘱他们认真履职尽责，管护好
呼伦湖。她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抓好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
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抓好中央环保
督察及“回头看”指出的呼伦湖综合治
理问题整改，科学论证，完善规划，确
保呼伦湖治理取得实效。

扎赉诺尔露天煤矿于1902年起开
采，地质环境治理难度较大。在扎赉诺
尔露天矿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现场，布小
林深入了解治理情况，指出地质环境治
理贵在行动、成在坚持，要贯彻新发展
理念，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建设
的关系，为建设美丽内蒙古做加法。

布小林还来到新巴尔虎右旗达赉
苏木布尔敦嘎查牧民阿迪雅苏荣家，
调研接羔保育及生产生活等情况。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布小林在呼伦贝尔市
调研时强调

不断提高口岸经济质量
坚决完成生态治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