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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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电 4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

习近平表示，你在朝鲜最高人民会
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再次被推举为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这体现了朝鲜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
和拥护。我谨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祝愿。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在
委员长同志领导下，朝鲜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果，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我相信，在委员长同志确
定的新战略路线指引下，朝鲜人民一定
会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取得
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

好合作关系。去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
志四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
同掀开了中朝关系新的篇章。我愿同
委员长同志一道，以两国建交70周年
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向前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电贺金正恩再次就任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本报记者 钱其鲁

眼下，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农民
大多已经开始了备春耕，从早忙到晚。
同样是从早忙到晚，王爱召镇新和村的
一些村干部却有些“不务正业”：又是
司机，又是监工，自家的羊顾不上好好
喂，耕完的地顾不上施底肥。

新和村党支部书记高永峰每天早
上六点半准时从旗政府所在地树林召
镇某工地接上工人，傍晚六点又准时
把工人送回去。啦西社的社长邬挨云
则是每天准时接送挖掘机司机，中午
他们还得雇人给工人做好饭。

半个多月来，邬挨云和啦中社的
社长李二锁整天泡在工地上，自家的
羊顾不上好好喂，家里的地耕了顾不
上施肥。李二锁憨笑着说：“我们每天
必须待在工地上，指挥挖机、翻斗车的
施工、运输，协调各种事情，等工程结
束了再忙乱自家的事吧。”

让他们如此辛苦却又乐此不疲的
原因是，这些工人正在给新和村建设
一个扬水站和一段灌溉渠。高永峰
说，新和村的几千亩土地由于长期受
碱性地下水的灌溉，近几年土壤板结
情况日益严重。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只

有五六百斤，种上就赔钱，有些地甚至
寸草不生。

为了生活，村民只得搞养殖，同时
种植青贮玉米等以尽量减少养殖成
本，但是产量也很低，还得购买不少饲
草料，养殖饲养成本高、收入底。别的
村村民养200只羊年收入能达到五六
万元，这里的村民只能挣两三万元。

前些年，新和村北部一些村社争
取到了项目，引来了黄河水灌溉，几年
下来就彻底解决了土壤板结的问题。
但是由于没有配套设施，水提不上来，
眼看着黄河水流到了村子后边，啦西
社和啦中社全部2000余亩土地却得
不到灌溉，村民心急如焚。

去年，旗住建局安检站成为新和
村的包联单位。来自安检站的白振赫
担任新和村第一书记后，了解到有关
情况，汇报给了站领导。站领导很重
视这件事情，积极筹措设备资金，并协
调对口企业出人出车辆，义务帮助新
和村建设扬水站。目前工程进展顺
利，很快就可以完工。村民在“五一”
前就可以用黄河水灌溉农田了。

看着马上建成的扬水站，邬挨云
难掩自己的兴奋和喜悦。他说：“全靠
他们引来了黄河水，我们社的土地有
救了，村民有奔头啦。”

“我们社的土地有救了”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晓
冬） 4月12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李克
强总理会见全国民政会议代表时的
讲话精神和全国民政会议精神，学
习贯彻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研究召开自治区党委十届
九次全会有关事项。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进民政事业
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
要遵循。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讲
话要求和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安排部
署，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我区民政工
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对民政事
业发展资金投入和各方面保障力度，
各级民政部门要认真履行好基本民生
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
等职责，奋力谱写我区民政事业改革
发展新篇章。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 （党组） 要
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顺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
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党中央修订干部
任用条例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抓好条例
的学习贯彻。要认真履行选人用人主
体责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做
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确保精准科学
选人用人。要强化对条例贯彻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条例的权威
性。

会议决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
全会于4月22日在呼和浩特召开，主
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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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通过贯彻落实决定。

会议听取了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情况汇报，要求各级各部门及广大生
产经营单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
意识，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严
格的要求毫不松懈地抓安全、保安全，
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安全稳定的环境。要更加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全面彻底抓好大检查发
现问题的整改，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生
产问题隐患，不断提升我区安全发展水
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

李纪恒主持

本报4月 12日讯 （记者 刘晓
冬）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时。4月12
日上午，李纪恒、布小林、李秀领、王炳
跃等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志，来到自治
区党政军义务植树基地，与首府干部群
众共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李纪恒强
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扬爱
树植树护树好传统，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持续用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

上午9时30分，自治区党政军领
导同志集体乘车来到位于和林格尔新
区“两河一廊道”什拉乌素河治理东
水泉段项目区的义务植树基地，与首
府干部群众一同种下新绿。大家三五
成组，挥锹铲土、扶苗围堰、提水浇
灌，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微
风过处，一棵棵新栽种的云杉、樟子
松、海棠、山桃、山杏、李子等苗木
迎风挺立、绿意盎然。

植下绿色，孕育希望。栽种间隙，
李纪恒不时与少先队员们亲切交谈，勉
励他们从小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
树好传统，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美丽，希望他们像小树苗一样健康
茁壮成长，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栋
梁之才。

李纪恒一边挥锹植树，一边询问苗
木品种、生长等情况，并提醒大家按照
栽种要求，规范操作、科学管护，确保种
植一片、成活一片、绿化一片。他说，绿
色是内蒙古的底色，我们一定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更大的决
心，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全民动手、全
社会参与，坚持不懈地搞好植树造林和
国土绿化，让人民群众共建绿色家园、

共享绿色福祉。
在呼的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内蒙古军区、武警

内蒙古总队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呼和浩特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和林格尔新区主要负责
同志，首府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代表等
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李纪恒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发扬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持续用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布小林李秀领王炳跃等参加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刘海滨用塑料绳把一卷黑乌乌的铺盖捆了又捆，装进崭新的
编织袋，又把挂在墙上的一条同样乌黑的毛巾取下来，唾上口水，
然后从床头边拿起一台老旧收音机反复擦洗，这些都是他要带走
的物品。他深知，这一走，是不会再回来了。

刘海滨是山东人，11年前被老板雇佣到土右旗九峰山生态
管委会小坤兑村，看守洗煤厂。

去年9月，土右旗出台了《大青山矿区地质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实施方案》，要求全旗境内的所有洗煤厂于2019年6月底前全部拆
除。文件下发后，刘海滨所在的企业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把占地20
多亩的瑞捷洗煤厂自行拆除了。紧接着，全旗58家洗煤厂已有26
家陆续拆除并清理完毕，其余的也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洗煤厂都要关闭，但只要煤矿存在，洗煤厂就会死灰复燃，怎
么办？土右旗决定，将所有未达到环保要求且手续不齐全、不合
法的煤矿全部关闭。

旗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股股长高宇介绍说，过去，全旗
境内共有大大小小的煤矿82座，经过整治，现在关闭了73座，其
中，65座是永久性关闭。

洗煤厂拆除了，煤矿关闭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态修复。近
日，该旗又对阿刀亥矿坑、大青山矿区等8个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进行综合治理，总投资4亿元。

3月27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大青山北端的阿刀亥煤矿回填矿
坑生态修复项目工地看到，几十辆大卡车出出进进，不停地把拉
运回来的粉煤灰倒在坑内。项目负责人崔志刚介绍说：“我们投
资2600多万元，将周边电厂产生的粉煤灰、炉渣等固体废物运回
来倒在矿坑内，经过回填、摊铺、压实，再覆盖上土，然后种草种
树，恢复地质生态。”

说起生态破坏，公山湾村书记魏俊忠回忆说：“过去我们村有
10个小煤窑，由于过度开采，又缺少环境治理，致使生态遭到严
重破坏，村里的人大都跑到外地去了。”

3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公山湾村，连体成片的蓝色太阳能
光伏板把整个采煤沉陷区装点得格外亮丽。北方联合电力光伏
项目部经理刘继全介绍道：“这个占地4500亩的项目，去年底正
式并网发电，生态保护、节能减排的效果已经凸显。”

“像公山湾这样的光伏发电项目全旗共有12个，总投资58.6
亿元，其中有9个项目现已建成并网发电。同时，年处理4万吨含
硅固废综合利用等11个节能减排项目已经启动，这是我旗促进
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又一举措。”旗发改委副主任杨平说。

与此同时，对粉尘和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3月27日上
午，记者在神东萨拉齐电厂看到，一座崭新的全封闭储煤场已经建成使用。水炮
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洒水系统、干雾抑尘系统、自动盘煤系统正在这座占地1.9万
平方米的智能化储煤场里各自发挥着作用。

副厂长孟继文告诉记者：“尽管厂子一直亏损，但为了不再对周边环境造成污
染，我们依然拿出3700万元资金，建了这座国内一流水准的全封闭储煤场，实现
了粉尘零污染的目标。”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那么，如何确保全旗
157.3万亩耕地不受污染，是关系到生态环境和农民收入的一大难题。

旗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田丰说，土壤污染主要是来自农药和化肥，所以他
们从不同片区取样，进行化验，再制定出种植建议和施肥方案，这样，每块土
地适合种什么，按什么比例施肥，用多少剂量的农药，都有科学数据，提供给
农民。

他说：“我们倡导种植无地膜作物、增加无害助剂、增施有机肥，使农药和
化肥的用量连续两年实现负增长，今年再分别减少2.2%和0.33%。”

土壤污染防住了，水资源更不能落下。3月29日下午，记者在黄河将军尧镇
张立文尧村段看到，8台挖掘机、7台装载机正在马不停蹄地清理“四乱”。旗水
务局局长张永亮说，这是我们实施的“保护母亲河，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行动之一。

3月下旬以来，土右旗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对境内的黄河、美岱水库等17条
河、库、渠、沟进行综合治理，严防地下水资源污染。同时关闭地下水源井37眼，
将绿化用水全部改为中水，并投资5000多万元，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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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2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和林格尔新区“两河一廊道”什拉乌素河治理东水泉段项目
区的自治区党政军义务植树基地，与首府干部群众一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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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爱老年人，预
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
期痴呆。

希望的田野 美丽的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