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合格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高校师生热议李纪恒在 2019 年

全区高校百场形势政策报告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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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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电 （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是好
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当前，两国关
系进入快车道。中方将秉持亲诚惠容
理念，继续积极支持蒙古国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同蒙方一道，牢牢把握正
确政治方向，统筹规划推进全方位合
作，做互尊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互惠
的合作伙伴、常来常往的友好伙伴、互
帮互助的多边合作伙伴，努力构筑符
合时代要求的中蒙关系，推动两国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政治引
领和战略沟通，保持高层和各领域交
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发展
之路”对接，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努力优化贸易结
构，深挖合作潜力。要加强边境口岸
交流，建设共同发展繁荣的边界，为双
方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要
围绕今年中蒙建交 70 周年举办人文交
流活动。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巴特图勒嘎表示，发展同中国长
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
是蒙古坚定优先的外交方针。蒙古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和西
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涉及台湾和西
藏的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值此蒙中建
交 70 周年之际，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规
划好两国未来关系发展方向和目标，
做好“发展之路”倡议同“一带一路”倡
议的对接，加强贸易、电力、农牧业、基

础设施建设、民航等领域合作，合力推
进蒙中俄经济走廊建设。蒙方赞赏中
方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在地区事

务中的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发展之路”倡议对
接合作规划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为巴特图勒嘎举行欢迎仪式。
丁薛祥、杨洁篪、蔡达峰、王毅、杨传
堂、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李忠发 孙奕
郑明达 王卓伦

一种理念之所以应者云集，是因为它
引发了并肩偕行、逐梦未来的时代共鸣。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2013 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人类发展未
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理念，
契合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开
启了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征程。

顺浩荡潮流，行天之大道。近 6 年
来，共建“一带一路”已完成夯基垒台、
立柱架梁，转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全面推进阶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在历史时空中镌刻下深深的中
国印记⋯⋯

东方风来——引领发展之路
3 月 23 日，意大利罗马，“永恒之

城”见证重要时刻。
习 近 平 主 席 2019 年 首 次 出 访 期

间，中国同意大利签署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
利也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签署这一合
作文件的国家。

4 月 11 日，中国同加勒比地区的牙
买加签署谅解备忘录。牙买加外交外
贸部部长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将让两
国关系跨入全新阶段。

至此，已有 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
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成为这个 21 世
纪伟大工程广为接受、深得人心的实证。

时间是忠实的记录者。此时，距离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
议，还不到 6 年时间。《纽约时报》刊文
说，“一带一路”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令人
吃惊，“远远超出了科幻作家的想象”。

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倡议，为何
能在短时间内掀起全球热潮，得到广泛
期待和赞誉？世界各国媒体报道量不
断攀升，知名智库组建专门团队，研究
这个前所未有的课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
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

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
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
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
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给出了中国答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源于
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

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
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
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世界
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
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

根植历史，面向未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习
近平主席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唤起
了沿线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赋予古丝
绸之路精神全新的时代内涵。

“历史上从来没有谁尝试通过一系
列政策的实施，在经济领域将那么多国
家和大洲连接起来。”世界知名未来学
家奈斯比特夫妇所著的《世界新趋势》
一书这样评价。

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
端。对于加入共建“一带一路”，意大利总
理孔特对到访的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喜悦
之情：我们很高兴抓住历史机遇，坚信这
将有助于充分挖掘意中合作潜力。

中国主张，八方响应，背后是“倡议
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的
理念和实践逻辑。

大者思远，能者任钜。近6年来，习近
平主席亲自倡议、亲自部署、亲自谋划、亲
自推动，引领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
实，展现出中国的责任担当和独特智慧。

一个个关键节点，一项项顶层设
计，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更加坚定，
方向更加清晰。

从哈萨克斯坦到印度尼西亚，从雁
栖湖边到西子湖畔，从世界经济论坛到
日内瓦万国宫，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会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利
用多边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亲力亲
为，介绍共建“一带一路”成果，表达中
国同各国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
的坚定信念，赢得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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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万里绘宏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本报 4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晓
冬）4 月 25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内蒙古农业大
学，看望广大师生并作形势政策报告，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报告会上，李纪恒说，五四运动是
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事件，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
纪念，就是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
题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坚定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信心，充分焕发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在党的领导下担
负起历史重任、履行好历史使命。

李纪恒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深入浅出地讲
解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是 怎 样 得 来
的，勉励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自信、增强
自觉、坚定自为，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
下 ，始 终 拼 搏 在 实 现 共 同 理 想 的 路
上。李纪恒说，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坚
持正确人生方向，必须有科学真理的
指引。他系统清晰地解读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
史条件、构建的科学体系、具有的重大
意义，教育引导莘莘学子自觉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立德、修身、塑魂和成长、成才、成人的
根本指针，学思践悟、深学笃行，用青
春、激情、智慧和汗水谱写建设亮丽内
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华章。

“青年怎样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李纪恒勉励

广大青年要深植爱国情怀，加强道德
修养，增长见识知识，培养奋斗精神，
崇尚实干品格，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实践中展现人生价值、实现
崇高理想。

报告会在热烈掌声中结束，大家

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向新中国
70 华诞致敬。

报告会前，李纪恒来到农大马克
思主义学院走访调研，他走进教研室、
教师办公室，看望思政课教师，翻看教
案、教材，了解课程开展等教育教学情
况。他叮嘱思政课教师要自觉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
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
格要正”的要求立身、立学和施教，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

自治区领导林少春、白玉刚及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自治区高
校师生代表 700 余人聆听报告。

李纪恒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作形势政策报告时勉励广大师生

强信仰 强信念 强信心
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力奋斗

4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巴特图勒嘎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
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潜力。进一步做
好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必须加大
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以更大的决心、付
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在祖国北疆构筑
起万里绿色长城。

我区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

泊、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生态环境本底
脆弱，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森林生态系统
稳定性不强，河湖湿地萎缩，水土流失和
土地荒漠化严重。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
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
做治理山水、显山露水的好事，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让内蒙古的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生态保护和修复，必须遵循内在机
理和规律，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让山水
林田湖草有机涵养内蒙古的绿富美。
对于我区来说，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要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调整
优化生产力布局，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
对大自然的干扰破坏，减轻生态环境承
载压力，让大自然休养生息；要把草原、
森林系统保护作为首要任务，精心组织
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
理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下转第 5 版

遵循内在规律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三论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4 月 25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来到内蒙古农业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作形势政策报告，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习近平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习近平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习近平会见埃及总统塞西
习近平会见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
习近平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习近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卡拉
习近平会见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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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为基层减负的工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