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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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健康生活方式主要
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
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

285

本报包头 5月 6 日电 （记者 宋阿
男）5月6日上午，包头市委召开全委会，要
求全市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并向会议提交了包
头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实施意见》（讨论稿）。《实施意见》（讨论
稿）共分 7部分 41个方面，从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学习宣传、推动思想解放3个方面
明确了学习宣传贯彻的具体要求。

包头市制定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专题宣讲活动的通知》，组建包头市
生态环境保护宣讲团和“草原学习轻骑兵”宣
讲小分队，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录
制成3～5分钟的音频，在农村牧区的“大喇
叭学习讲堂”播放。利用“包头微学习”“包头

讲吧”“包头理论圈”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美丽
包头 我是行动者”全民知识竞赛和“闯关答
题”每日知识测试，开展“环保法 我学习我传
播”网络接力活动，编辑制作“一点就讲”理论
微视有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10期，
制作推出“习近平给咱内蒙古的‘锦囊妙计’”
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手绘微动漫3
期，制作推出“两会宣讲进行时”H5系列作品
之《习近平在内蒙古代表团的讲话“金句”》等
作品，策划推出“总书记为内蒙古勾画的生态
蓝图”“实景VR带你领略包头的绿水青山”
等新媒体作品，利用各种途径分阶段在各个
层面上全力做好大学习大讨论宣传工作。

“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思想再解放、笃行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

论’动员部署会十分必要、十分及时，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此项工作不仅是深入践行‘四个
意识’的创新之举、务实之举、及时之举，更
是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策、精准之
策、破题之策。”包头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
台长李亚军表示，要学深悟透、保持定力，发
挥主流媒体压舱石、稳定器作用。着力在全
社会营造注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要全
面推进生态文明宣传，用实际行动为生态文
明建设、高质量发展鼓与呼。要加强宣传队
伍建设，在提升节目质量和打造精品上下功
夫，着力发挥舆论引导力、提升传媒影响力，
以实际行动推动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理
念入脑入心。

包头市：多途径分阶段全力做好宣传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
工作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
执行。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集中统

一领导，充分发挥督察工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
实的督促推动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15－2020年）》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以
下简称督察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宪施
政、依法行政，坚持问题导向、真督实察、逐层传导、强
化问责，努力形成从党政主要负责人到其他领导干部
直至全体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闭环责任体系，保证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情
况的督察工作。

第四条 督察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一）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根据党和国家中心任

务和重点工作部署督察工作，使法治政府建设始终在
大局下推进、处处为大局服务。

（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严格遵循有关规定开
展督察，深入一线、聚焦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督察什
么问题，不做表面文章，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督察
因地制宜，不搞上下一般粗。

（三）以督促干、注重实效。综合运用多种督察方
式，既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也察认识、察责任、察作
风，把法治政府建设的任务落实、责任压实、效果抓实。

（四）控制总量、计划管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要求，增强督察工作的
权威性、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搞层层加码、不增
加基层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第五条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开展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法治政
府建设与责任落实情况的督察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
构组织开展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情况
的督察工作。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
机构在本规定中统称“督察单位”。

第二章 督察对象和内容
第六条 地方各级党委履行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领导职责。地方各级政府和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履行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职责。地方各级政府
以及政府部门的党组织领导和监督本单位做好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建设法治政府摆在
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在其分管工作范围内履行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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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5月6日讯 （记者 郑
学良）“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动员部署会，是
在我区发展跨越关口和调整转型的大背景
下召开的，呼和浩特市各级各部门干部认
为，会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要以思想

“破冰”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围”，准确把握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推动新发展理念
在首府形成生动实践。

呼和浩特市发改委及时传达会议精神，
各级党员干部反响强烈。大家表示，作为首
府城市，更应“敢”立潮头，努力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呼和浩特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杰
说：“全市发改系统将充分发挥‘项目部、参
谋部’作用，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实质，深学力行，大力抓好绿色生态项目的

实施，加大利于绿色生态发展政策措施的制
定和施行力度，促进其早见成效，助推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改革办副主任杨
士君说：“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思想再解放、笃行新
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很
及时很必要。从呼和浩特市全面深化改革实
际出发，站在全区乃至全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应该把握三个着
力点：一是真正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
树立抓紧抓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抓住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魂的理念不动摇；二是坚决
贯彻落实好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上项目、扩投资必须重点围绕
绿色环保进行，逐步退出有损生态环境的企
业；三是深化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没

有这个硬措施，一切好的思路举措乃至政策，
都难以贯彻落实到位、见到实效。”

“这次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既是一次自我
审视、查找不足、实现提升的大好机会，更是
一次发散思维、抢抓机遇、加快高质量发展
步伐的重要契机，我们决心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理念，提高自我素质，为我旗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土左旗委
宣传部门的干部在动员部署会后表示。

土左旗委书记成红亮说：“土左旗将把
‘思想再解放’作为加快发展的头号工程，通过
开展学习研讨、专家讲座、干部轮训、学习考察
等专题活动，建立微信学习平台、发展实践平
台，推动形成‘4+2’理论与实践互动模式，树
典型，立标杆，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发展实践
成果，努力开创土左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呼和浩特市：推动新发展理念形成生动实践

新华社北京5月 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 6日就俄罗斯一架客机
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紧急迫降时
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

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

国一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紧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
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
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
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
家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就俄罗斯一架客机紧急迫降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为更好地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更
好地克服解决推动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更好
地加强改进干部队
伍 思 想 和 作 风 建
设，自治区党委决
定开展“思想再解
放、笃行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大学习大讨论”
活动，本报即日起
开设“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坚
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大学习大讨论”
专栏，刊发全区各
地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活动的进展情况
和成效成果，把学
习讨论的成果、解
放思想的成果、调
查研究的成果，转
化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工作思路、政
策 措 施 和 实 践 成
果，切实把思想认
识提升上去，把干
劲斗志激发出来，
为奋力开创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凝聚力量。

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白喜辉 刘国新
高瑞锋 徐永升 徐跃

见到赤峰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
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汪耳琪，是在她的办公
室。正是刚上班的时候，办公室里有同事
在向她汇报工作，她干脆利落地安排部署
后，抱歉的笑着对记者说：“现在正是春耕
时节，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今年57岁的汪耳琪，是自治区“温
饱致富”工程先进个人一等奖获得者，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

作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毕业
的高材生，她擅长理论联系实际，长期
工作在田间地头第一线，运用自己丰富
的理论知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
的诸多难题，被同行誉为“专家型人
才”。当地老百姓只要提到她，就会高
兴地说：“给我们送技术的人，我们的人
大代表。”

前几天，她和同事下乡，给农民
“送”去了国家今年的农业补贴政策。
当地农民都知道她，也爱听她说话，纷
纷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汪耳琪一对
一、不厌其烦地做了详细解答。看着说
得口干舌燥的汪耳琪，农民们不好意思
地说：“你是全国人大代表，离党中央
近，离我们也近，你讲得全面又准确，比
电视上说得还好，我们能听明白。”

对这份信任，汪耳琪倍加珍惜，也
有小小的自豪。她说：“其实，我就是认
认真真地做好了本职工作，没干些啥特
殊的。要说做得最连续的一件事，恐怕
就是引进推广了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栽
培技术吧。”

赤峰市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从

2008年开始，在上级领导积极支持下，
当地引进了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并
且逐渐发展形成了适合赤峰市推广应
用的高效节水抗旱丰产栽培技术模式。

汪耳琪说：“这条路我们走了 10
年，取得了很大成功，并且在全区推广
开来。”

由于有这项技术做支撑，截至目
前，赤峰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100亿斤以上，占我区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的1/5，并跻身全国27个百亿斤粮食
生产大市之列，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市”。

这其中，汪耳琪功不可没。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粮食产量

上去了，地膜造成的污染也日渐显现。
“地膜覆盖技术确实好，在防御干

旱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它所带来的污
染也不容忽视。”汪耳琪说，通过观察发
现，如果每亩地全膜覆盖用6公斤地膜，
秋收后 2/3的废地膜就会残留在土壤
里，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保证粮食产量和质量的前
提下把地膜污染减少到最小？这成了
汪耳琪日夜思考的问题。

白天，她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研；
晚上，查阅大量资料找实例。潜心研究
后，她认为，使用高标准、可回收的地
膜，是可行之道。

2014年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时，她向大会提交了“保
护生态环境，解决地膜白色污染问题刻不
容缓”建议。她把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资
料准确而详实地写进建议里，并提出解决
方法：把农用地膜厚度的最低标准从
0.008毫米提高到0.01毫米以上，使农用
地膜方便回收，形成再利用循环链条。建
议提交后，受到各级领导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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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耳琪：一生只做一件事

5月5日，海拉尔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我爱我的祖国”大型
蒙汉语公益诗歌朗诵会在呼伦贝
尔大剧院举行。海拉尔区和周边 6
个旗县的中小学生、社会组织等各
民族朗诵者共计 286 人，以合诵和
独诵的方式讴歌新时代、抒发爱国
情，表达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
中国梦的共同心声。现场观众近
千人，共同欣赏了蒙汉语诗歌朗
诵。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讴歌新时代
抒发爱国情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