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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拉善5月15日电 （记者 刘
宏章）5月15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四届冬季运动会火炬传递阿拉善站启动仪
式在额济纳旗隆重举行。全国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亚平出席仪式。

当日上午，在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
“飞天”梦想的“神舟”号系列载人飞船发
射地额济纳，国旗飘扬，国歌嘹亮。启动
仪式会场额济纳旗文体中心广场沉浸在
节日喜庆氛围中。启动仪式在《歌唱祖
国》中拉开序幕；100名蒙古族少年身着
节日盛装，手捧蓝色哈达展示了喜迎八方
宾客的场景；700多人的表演方队进行了
健身操、萨吾尔登舞等歌舞表演，一个个
精彩的节目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相

通，体现了新时代额济纳各族儿女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

上午 9时 40分，启动仪式正式开
始，圣女和圣火护卫护送圣火入场，任
亚平点燃圣火盆，阿拉善盟人大工委主
任查斯太点燃火炬后将其交给第一棒
火炬手陈小双。火炬被点燃的瞬间，响
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开启了“十
四冬”阿拉善站火炬传递活动。

据了解，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是“十
四冬”火炬传递第二站，20位阿拉善火
炬手参与火炬传递。当天，火炬传递从
额济纳旗文体中心会场出发，经过胡杨
林，骑骆驼越过沙漠、乘快艇穿过居延
海，传递里程共计108公里。

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火炬传递
阿拉善站启动仪式在额济纳举行

任亚平出席

本报5月 15日讯 （记者 及庆
玲）5月15日，全区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林少春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
拉苏木东萨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兼村民
委员会主任吴云波等6位青年代表作了
发言，畅谈学习体会，表达报效祖国、投
身事业、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感。林少春
表示，青年代表的发言令人深受启发、
很受感动，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
信念、执着追求，默默奉献、不懈努力，
用真实的故事，回答了怎样做好新时代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体现了
新时代内蒙古青年的优秀品质。

林少春强调，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
造的宝贵财富，要结合内蒙古实际和内蒙

古青年工作实际，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重要论述，深
刻理解“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
的丰富内涵，始终坚持新时代中国青年运
动的正确方向。全区广大青年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谆谆教诲，自觉
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中，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追求
新知，勇于创造创新，弘扬时代新风，继承
和弘扬伟大五四精神，为建设亮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全区
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
治任务，发扬“党旗所指、团旗所向”的优
良传统，从严治团、改革创新，坚决完成好
党在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全区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召开
林少春出席并讲话

本报包头5月15日电 （记者 宋
阿男） 5月13日至14日，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在包头市调研。

在达茂旗，白玉刚分别深入到蒙根
部落牧家乐和浩乐博自驾游营地、满都
拉口岸、融媒体中心；在固阳县和石拐
区，实地查看了怀朔镇阳湾村、大发街
道喜桂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
设和“千村示范、万村行动”工作开展情

况，同时调研了花舞人间和花舞宝格特
生态文旅项目。白玉刚强调，要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找准定位、突出特
色、着力提升品质档次，让文旅融合更
有深度，发展动力更加持久。要深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扎实开展
农牧民素质提升工作。要抓好口岸外
宣阵地建设，构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大外宣格局。

白玉刚在包头市调研时强调

着力提升品质档次 让文旅融合
更有深度 发展动力更加持久

本报 5月 15日讯 （记者 霍晓
庆）5月15日，自治区召开2019年全区退
役军人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决策部署和自治
区工作要求，推进落实重点工作任务。

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出席会议
并讲话。

欧阳晓晖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
军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论述，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明确退役

军人工作的目标思路。要突出重点，加快推
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确保5月底
前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组建到位；要
建立工作机制，强化资金保障，精准核实认
定，全面落实好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
政策，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会上，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编
办、财政厅、人社厅、医保局相关负责同
志围绕抓好退役军人年度工作、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部分退役士兵社
会保险接续等方面作了发言。

2019年全区退役军人工作
推进电视电话会召开

欧阳晓晖讲话

“顺境逆境看襟怀，大事难事看担
当。”能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看的就是
担当，考的就是作为，拼的就是实干。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既要发现和解决问
题，也要激发和鼓舞斗志，让干部受教
育、换脑筋、增信心、鼓干劲、出实招，更
加奋发有为地干事创业谋发展。

当前，我区干部队伍思想和作风
建设是好的，各级干部干事创业谋发
展的愿望强、热情高，但也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不能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的干部认识片面、观点偏颇，对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认识
不深透，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有的干
部观念保守、视野狭窄，老是盯着“一
亩三分地”打转转；有的干部缺乏担
当、畏难畏苦，谋划发展思考少、行动

慢、成效不明显；有的干部墨守成规、
不敢创新，有优势不会转化，有政策不
会利用，有机遇不会把握；有的干部知
行不一、作风不实，口号喊得震天响，
行动起来轻飘飘……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就是要着力
解决干部队伍思想观念、思维理念、胸
襟视野、责任担当、精神状态、工作作
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育引导
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刀
刃向内，勇于自我批判、自我革命，进
一步端正思想观念、突破思维障碍，改
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焕发斗
志、放开手脚，更好地为党尽责、为国
效力、为民造福。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建设一
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所在。要教育引导干部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
建设特别是对我区干部思想和作风建
设的重要指示要求，端正发展观、政绩
观、群众观，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
的蒙古马精神，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优良传统，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
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善于在面对和解
决问题中开拓奋进，豁得出来、顶得上
去、干得有法，敢扛事、愿做事、能干
事、干成事。要教育引导干部开阔视
野、登高望远，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
件限制、跳出内蒙古规划事业、谋求发
展，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
优势。要教育引导干部虚心学习、认
真借鉴区外先进地区的好经验好做
法，把思想和行动从一切不合时宜的

思维定式、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
出来，敢闯敢试、善作善成，争做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干将、闯将、猛将。要强
化讲担当、重实干的鲜明用人导向，认
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切实让想干
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
的有地位，让广大干部心无旁骛谋发
展、撸起袖子加油干。

毛泽东同志在《水调歌头·重上井
冈山》这首词中写道，“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
难事，只要肯登攀。”各级干部要以这
次大学习大讨论为契机，把思想认识
提升上去，把干劲斗志激发出来，抢抓
机遇、积极作为，以舍我其谁的勇气、
不避艰难的胆魄、敢干敢为的担当，不
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奏 响 敢 担 当 善 作 为 时 代 强 音
——七论深入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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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苏尼特左旗位于锡林郭勒盟西
北部，土地面积3.4万平方公里，北与
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316公里。地
处京津绿色生态屏障腹地，草地类型
以荒漠半荒漠化草原为主，生态环境
较为脆弱。

日前，就如何将干旱少雨的苏尼
特草原建设成为绿色家园的话题，苏
尼特左旗委副书记、旗长那仁满达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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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要政
治任务，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好
这片草原、守护好这片绿色，坚守好
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保持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走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那仁满达说，草原是牧区人民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生产资
料，要实现边疆和谐稳定和各民族
共同发展、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目标，就必须把草原保护好、建设
好、发展好，走出一条以绿色发展

理念引领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之路。

做好生态畜牧业融合文章。推
动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
公共支撑体系打造独具特色的苏
尼特羊区域公用品牌，以品牌为引
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畜牧
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推进畜
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实现草
原增绿、牧业繁荣、牧民致富多方
共赢。

做好生态工业转型文章。充分
发挥大草原充足的风能、光能自然资
源优势，抢抓锡林郭勒盟建设国家重

要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的机遇，大力
发展光伏发电、特高压风电等新能源
项目和节能环保产业，推动工业经济
转型，保护生态环境，缓解能源约束，
实现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做好生态旅游跨越文章。树立
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突出“蒙元文化、
绿色草原”两大特色，重点谋划与蒙
古国共同申报建设草原石林世界级
地质公园，开发草原民俗文化游、石
林岩画边境游、沙漠绿洲休闲游等特
色旅游线路，促进文化与旅游业的深
度融合发展，真正让文化旅游业活起
来、让老百姓富起来。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苏尼特左旗委副书记、旗长那仁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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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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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治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举
措。作为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内蒙古
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伊金霍洛旗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探索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路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力。伊金
霍洛旗委副书记、旗长华瑞锋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从以下几方面做
好贯彻落实工作。

第一，全力推进生态建设，筑牢
伊金霍洛生态安全屏障。伊金霍洛

旗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全旗沙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
54%，森林覆盖率不足3%。对此，伊
金霍洛旗深入实施“生态强旗”战略，
先后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
治理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历经几代
人、几十年的治沙斗争，实现了由“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全旗森林面积达到300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到36.8%，先后荣获“中国十
佳绿色城市”“国家园林县城”称号。

第二，全面加强生态修复，打造绿
色矿区建设示范基地。作为国家重要
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伊金霍洛旗煤矿
机械化开采率达到95%以上，煤炭绿色
生产水平国内领先。率先编制了《绿色
矿区发展规划》，天骄御苑、云东生态修
复等综合治理工程列为国家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项目，集中打造包府线、边
贾线等4条运煤绿色长廊，同步规划了
9处标准化、环保型集中煤场和5个煤
矿配套综合服务区。同时，抢抓蒙华铁
路开通和“公转铁”机遇，科学布局运输
通道、仓储基地等集疏运体系，推动煤
炭绿色运输。

第三，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构建
高质量产业发展体系。抢抓自治区
建设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战略
机遇，实施了神华煤制油、汇能煤制
气、正能煤炭分级分质综合利用等一
批煤炭绿色循环经济项目；神传矿用
设备制造、科试矿用无轨胶轮车、南
京扬子塑化重包装膜袋等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
崛起。大力发展林沙产业，逆向拉动
修复自然生态，引进清研沙柳年产10

万立方米沙柳木绿色建材及30万平
方米装配式木结构房屋生产线建设，
致力于打造全国绿色建材生产加工
基地和国家绿色化住宅及装配式建
筑生产示范基地。

第四，统筹盘活生态资源，助力城
乡统筹发展。着力盘活生态资源，将生
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聘
请国家林科院专家编制全国首个旗县
级《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与绿色发
展规划》，全面系统推进生态综合治
理。统筹盘活、科学利用境内矿区疏干
水，启动实施“三河两湖”环城生态水系
工程，构建“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
景中”的生态宜居环境；启动实施了“东
水西调”工程，将东部矿区疏干水引入
西部村镇，统筹用于河湖补水、农业灌
溉、生态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坚持生态优先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访伊金霍洛旗委副书记、旗长华瑞锋

5月15日晚，来自中国的演员们在表演京剧。当日，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亚洲文化嘉年华”于当晚亮相国家体育场“鸟巢”。来自亚洲各国的演员们带来了极具各国特色的歌舞节目，成龙（中国香港）、郎朗、张杰、陈伟霆（中
国香港）、郑智薰（韩国）、林俊杰（新加坡）、埃登·霍蓝（以色列）、安德烈波切利（意大利）等亚欧各国文艺名人纷纷登台献艺。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本报5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籍
海洋）5月 14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协会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文献信息中
心承办的“北疆学术沙龙第41期：解放
思想，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之四——内
蒙古如何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主题研讨会在
呼和浩特举办。

本次会议以日前自治区开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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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契机，邀请我
区社科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进行学习研
讨。其中，17位专家学者结合自治区情
况和自身工作实际，分别从创新驱动资
源循环利用、实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把握生态文明思想精髓等角度进行了
主旨发言。

社科专家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亚洲文明之花多彩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