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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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
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
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
天！”习近平总书记10日给云南省贡山
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在独龙江乡和
云南脱贫攻坚一线引起热烈反响，进
一步激发了独龙族同胞自强不息、蓬
勃向上的干劲和热情，更加坚定了广
大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啦！”11日上
午，在独龙江乡的卡雀哇广场，独龙族
群众身着盛装，手拉手跳起舞蹈，听乡
党委书记余金成宣读回信。宣读完
后，独龙族学生用独龙语高声合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欢声笑语响
彻峡谷。

独龙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
族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
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
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贡山县独龙江
乡。当地山峻谷深，自然条件恶劣，一

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
一。

近年来，在经过数轮艰巨的扶贫
开发后，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融入现
代文明的步伐不断加快，独龙族群众
从封闭、保守、落后的“民族直过区”，
走向开放、包容、发展的新天地。

这几天，独龙江乡组织多个宣讲
学习组，到全乡 6个村委会宣读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独龙江乡
巴坡村委会，40多名独龙族群众聚精
会神，听独龙族群众脱贫发展的带头
人、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宣读回
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句句都是
对我们的惦记，句句说到我们心坎
上。”高德荣激动地说，“这几年独龙族
群众生活变化非常大，懂感恩、干劲足
的人多了，学着做买卖、搞产业的人多
了，等靠要的人少了。我们要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把生态保护好、民族团结
好、边疆稳定好、经济发展好、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好！”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
福生活，独龙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

党走……”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后，78岁的文面女李文仕又一次激
动地用独龙语唱起了自编的“感恩
歌”。

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独龙族整
族脱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最直接的体现。余金成介绍，教
育、卫生、民政等一大批民生项目建成
使用，独龙族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
升学率均保持100%，全族人均受教育
年限不断提高，独龙族还有了第一个
女硕士研究生。

在独龙江乡，曾经刀耕火种的传
统生产方式已经改变，草果、重楼、独
龙蜂、独龙牛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遍
地开花，群众脱贫致富的增收渠道一
步步拓宽。

在一户户独龙族风格的新居门
口，一张张建档立卡脱贫户确认卡是
整族脱贫的见证。“习近平总书记说，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对于我们家来说，好日子就是把
孩子培养好、念好书，以后为家乡多作
贡献！”孔当村村民腊学文说。

现如今，不仅群众的钱包鼓了、房

子好了，在独龙江乡的各个村寨，村民
的房前屋后干干净净，屋内的衣物铺
盖和锅碗瓢盆整整齐齐，地板也拖得
没有灰尘。

独龙江乡孔当村党总支专职副书
记余明花是乡风文明的行动者，她鼓
励村民将自家干净整洁的客厅、卧室、
厨房等拍照发送到微信群中，比比谁
家更干净整洁。“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
的大学生村干部，我将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与独龙族群众一起努力，
让独龙江的乡风更文明、群众素质更
提升。”余明花说。

高黎贡山作证，独龙江水点睛，庄
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独龙江峡谷高高
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党的坚强
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
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
现。”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表示，我们
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带领各族群众
坚定不移跟党走，自强不息求突破，扎
扎实实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创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昆明4月12日电）

坚定不移跟党走 建好家乡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激励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继续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本报赤峰4月13日电 （记者 戴
宏）4月13日，2019内蒙古春季招聘暨
就业创业推进会在赤峰市召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
小林，自治区副主席、赤峰市委书记段
志强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
晖讲话。

会议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赤峰市政府承
办，围绕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全区联动
开展现场招聘、网上招聘和就业创业服
务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军营、进
嘎查村等一系列活动。一方面，为高校
毕业生、农牧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
人员等重点群体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帮
助更多劳动者稳定就业；另一方面，通
过强化职业培训和做好就业服务，帮助
企业解决用工需求、稳定就业岗位，更
好地发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吸纳就

业的主渠道作用。会上，内蒙古农业大
学、赤峰农牧高级技工学校、内蒙古民
族交通技师学院等10所院校和民办培
训机构，分别与伊利集团、赤峰市红山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国能建东电一公
司等10家企业签订培训与合作协议；
239家企业参加招聘，提供岗位近万个；
35个创业项目展示创业成果；26个技
能培训机构展示培训项目，并现场招
生。区内其他盟市同步举办招聘会。

会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全力推动
就业创业工作，围绕稳就业、惠民生，切实
做好组织服务工作，为用工单位和应聘人
员牵好线、搭好桥，提供高效、优质的服
务。各用工单位要做好宣传、培训，不断
改善用工条件，充分吸纳劳动者就业。

布小林等自治区领导还来到赤峰
市招聘现场，了解企业招聘、技能培训、
扶持创业等情况。

2019内蒙古春季招聘暨
就业创业推进会召开

布小林出席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陈
春艳）4 月 13 日，自治区党委举
办第 100 期领导干部双休日讲
座。

自治区副主席包钢主持讲座。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

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作了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专题辅导报告。王金南结合个人工
作实践，用翔实的数据、鲜活的
案例，深刻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思想内涵，
系统解读了当前生态环境保护

“三期”特征，对我区干部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
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
包钢要求，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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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阵地、巩固成果，保持定
力、稳中求进，以更大决心、更高标
准、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全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
持久战，努力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祖国北疆
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

讲座以视频形式开通至各盟
市、旗县（市、区），全区近7000名
干部收看收听讲座。

自治区党委举办第100期
领导干部双休日讲座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这几年，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感谢
组织的信任，还我清白……”近日，赤峰市
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南荒村党员会议室
里，村党支部书记王凤海在旗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向他宣读完澄清说明后激动地说。

包头市固阳县纪委监委在收到关于
一名科级干部的匿名举报后，立即查清事
实，第一时间召开了“不实举报澄清说明
座谈会”，会上就匿名举报有关问题通报
调查结果，宣读了《澄清说明》，为他化解
了委屈，增添了干事创业的勇气和动力。

这些都是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为受
到不实举报者澄清正名的缩影。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要求，保障党
员权利，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为此，自
治区纪委专门召开常委会，以自治区纪委
2019年1号文件印发《关于查处诬告陷害
信访举报为干部澄清正名的实施办法（试
行）》，部署相关工作，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的同时，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诬告陷害
行为，为被诬告的党员干部及时澄清正名，
推进构建合法有序的信访举报环境。

“少数人员动机不纯，向纪检监察机
关恶意举报，破坏政治生态，浪费纪检监
察机关精力和资源。” ■下转第2版

“有组织撑腰，
更要甩开膀子放心干！”

本报包头4月13日电 （记者 吕
学先）桃花盛放，新绿吐蕊，路在林中，
人在画中。4月中旬，沿包头市核心轴
线的“百里绿道”一路走来，各色风景构
成“百里画廊”，美不胜收。

绿道上不断有跑步和骑行的市民经
过，老许是其中之一。他说：“早八点，我
们从一宫出发骑到包头东站，往返40多
公里。一路上穿过好几个公园广场，欣赏
各种风景，空气也好，安全又舒适。”

“绿道建成后，不仅锻炼游玩的市民
越来越多，各单位、社会组织发起的自行
车比赛、健步行等活动也没间断。”包头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文唐介绍。

已深深融入包头市民生活的“百里
绿道”是“百里长街”的一部分，于
2015年 8月融会贯通。这条西起昆都
仑河中桥、东至包头东兴收费站的交通
大动脉全长近百里，贯穿了昆都仑区、
青山区、九原区和东河区，连接起钢铁
大街、建设路、巴彦塔拉大街等景观道
路，沿途串联起15个公园广场，在城市
核心轴线形成绵延不绝的生态走廊。

“百里绿道”、“百里公交专用道”，
使这条交通大动脉的功能从简单通行，
升级为复合快慢通行系统及休闲健身
双层功能的“城市绿廊”。百里绿道让
人们感受着“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
的悠闲惬意；百里公交车道让道路通行
能力提高20%，公交车速提高了30%；
百里长街打造的慢行系统让更多的人
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也为各种商业业态
进驻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点一景，一树一品。”王文唐介
绍，仅建设路城市绿道整体工程就栽移
植乔灌木 2万多株丛，地被 20万平方

米，再加上串联的15个公园广场，“百
里长街”成为一个天然氧吧，让漫行其
间的人们欣赏风景的同时，又收获了

“城市绿肺”的滋养。
记者看到，建设路绿道为双侧绿

道，其中单侧全长约11.8公里。绿道由
1.5米宽步道和3米宽自行车道组成，彩
色透水混凝土为主要铺装样式，以红、
绿两色涂层区分步道和自行车道。同
时，因地选材，根据沿线景观风格差异，
搭配了木栈道+透水混凝土、陶土砖+
透水混凝土等多种铺装样式，风格活
泼、灵动多变。

包头园林规划设计院院长刘宏亮
介绍，绿道设计结合本市绿化实际和地
域文化，以“绿色低碳，彰显包头特色”
为理念，加强了包头城市主干道的景观
连接度，并引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提
升了沿线生态环境效益。他说，沿线小
品集中展现内蒙古蒙元文化及包头的
地域特色，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了“公
交+慢行”的无缝接驳体系，所有设施共
同构建了绿道沿线的生态网络。

“在植物造景方面，绿道建设注重景
观层次感和乡土野趣景观的营造。花期
到来时，绿道景观与赛汗塔拉城中草原等
绿地的各色花草融为一体，交相呼应，绚
丽画面绵延不绝。”刘宏亮显得很自豪。

2018年，建设路绿道又加上了城
市健康路径新标签，沿线新设多块大型
骑行指示牌和小型健康文明宣传牌。

包头市让绿道体系不断拓展延伸，相
继组织实施兵工路和北梁绿道工程建设，
共计13.9公里。展示军事文化的兵工路
绿道已基本建成，正在建设的北梁绿道将
成为包头市普惠民生的又一力作。

包头“百里绿道”
美不胜收

本报4月 13日讯 （记者 施佳
丽）随着气温回升，我区各地义务植树
活动自西向东陆续展开。记者从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1981年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开展以来，我区共有3.4
亿多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总量
超过17亿株，累计建立各级各类义务植
树基地3500多个，面积达600多万亩。

“春光里，我们一起种下一片绿！”和
煦的春风，吹来了花红柳绿，也吹来了漫
山遍野挥镐扬锹、挖坑栽树的人们。

4月的包头乍暖还寒，在12日“包头
市义务植树日”这天，一些小朋友跟随父
母来到义务植树日的主会场——青山

区大青山南坡福合当义务植树基地，
兴高采烈地种下了一棵棵小树。

当天，包头市有近2万人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他们挥锹铲土、培土植苗，栽植油松、
樟子松、山桃等各种苗木近8.5万株。

在鄂尔多斯市，进入3月以来，为
保证绿化工作顺利进行，各有关部门
提前做好了年度规划，计划今年完成
全民义务植树任务800万株。在巴彦

淖尔市，各级林草部门将义务植树活
动与城区绿化相结合，推动义务植树
活动常态化。在呼和浩特市，义务植
树已经与大青山前坡改造相结合、与
当地经济林建设相结合、与河道绿化
工程相结合、与矿区植被恢复相结合，
植树造林、植绿护绿真正融入到首府
人的意识里、生活中、行动上。在阿拉
善盟，4月 12日上午，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驻军部队、学校及社会团体近

300家单位的1000多人来到巴彦浩特
城西外围生态修复项目现场种下新疆
杨、沙枣、侧柏、海棠、香花槐等，占地
面积160亩。

植树造林全民动手广泛参与已
成共识，此时正是植树好时节，大漠
荒山、交通干线两侧、厂矿企业、城市
乡村……彩旗飘飘、人头攒动，到处
可见挥洒汗水、播种绿色的景象。

据了解，今年我区稳步推进重点
区域绿化和阴山绿化工程，全年将完
成营造林任务1290万亩。在绿化布局
上，要向重点城镇和广大乡村倾斜，完
成绿化任务100万亩。

我区义务植树总量超过17亿株

4 月 13 日，由自治区妇联主办
的“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众
性宣传教育活动在呼和浩特市长乐
宫社区“妇女之家”启动。当日，全
区 30 个“妇女之家”组织广大妇女
通过唱响祖国颂歌、讲好中国故事、
写出家国情怀、献礼祖国华诞，配合
全国形成千个社区“妇女之家”同步
开展活动的声势。这项活动将贯穿
全年，依托城乡嘎查村、社区的“妇
女之家”，广泛动员组织各行各业妇
女群众参加系列活动，共同营造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的 喜 庆 氛
围。
本报记者 马建荃 霍晓庆 摄

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

4月 13日，呼和浩特队外援桑格尔（黄）在比赛中突破。当日，在 2019赛季中甲
联赛第 5轮的比赛中，迎来主场首秀的呼和浩特队凭借桑格尔在开场 12秒的进球，
1：0战胜陕西长安竞技，豪取联赛三连胜。此役战罢，呼和浩特队积9分排在积分榜
第6位，这也是自2016赛季至今呼和浩特队的联赛最高排名。

本报记者 于涛 王鹏 摄

全面深化改革这五年

三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