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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
导组进驻内蒙古自治区督导，至6月
30日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立举报
电话和举报专用邮箱，受理内蒙古自
治区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举报电话：0471-4819221（汉
语）、0471-4819216（蒙古语）。举报
专用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A729
号信箱，邮编：010010。受理来电时
间为每天8：00至20：00。如有举报
线索，请来电来信或登录全国扫黑办

智能化举报平台进行举报，网址：
www.12337.gov.cn，二维码。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
2019年5月31日

中央扫黑除恶
第15督导组公告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
兆明17日在北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0日至21日对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本报记者 及庆玲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只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在
新的时代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
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能够让马克思主
义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都有一个切身体会：近年来，
内蒙古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习近平
总书记正确指引的成果。”

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参加完为期5
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
书班，对这一共识、这一体会有了更深
刻的感受。

期间，大家按照指定学习书目进行

了自学，认真听取了辅导报告，围绕重
点专题深入开展了学习研讨。

大家认为，通过学习交流，进一步
深化了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增强
了坚守初心和使命的自觉，明晰了践行
初心和使命的方向，表示将以身作则带
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深悟透新思想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

要跟进一步。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
修正案，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
立为我们党的根本指针，实现了党的指
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大家站在铸牢信仰根基、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内蒙古期望的高度，心无旁骛、凝神静
气，研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通过原原本本

“精学”、追根溯源“深学”、带着问题“研
学”、知行合一“践学”，享受思想滋养、
精神洗礼。

6月12日下午、14日下午，大家联
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就深学笃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专题
进行研讨，进一步加强了理论修养，坚
定了理想信念，筑牢了初心使命，达到
了预期效果。

李纪恒同志强调：“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博大精深，
体系科学完备，不仅是我们做好一切工
作的根本遵循，而且是党员干部加强党
性锻炼的锐利思想武器。”

布小林同志说：“我体会，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需要把学习理论当做一种神
圣职责、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终身追求，
并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林少春同志说，要深刻认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只有以
这一思想为引领、为武装，方能不忘初
心、举旗定向，方能牢记使命、继往开
来。

■下转第2版

新思想指引方向，跨越发展正当时
——自治区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综述之一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戴宏）
6月1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
协调发展新机制的落实意见和解决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实施意见
等事项，听取农口工作汇报。

会议指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
协调发展新机制，对于解决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新发
展理念，努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快
推动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
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会议指出，解决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问题，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制定务实
管用的具体措施，把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决策部署落实好， ■下转第2版

布小林主持召开
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的落实意见等事项 听取农口工作汇报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郝薇薇

结束满载访问成果的俄罗斯之行
回到北京短短4天后，习近平主席再次
出发。

从地处楚河谷地的比什凯克到吉
萨尔谷地的杜尚别，从上海合作组织峰
会到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
会，5天4夜，两次国事访问、两场峰会，
近40场双多边活动。

此时，历史的时空坐标越发清晰可
辨——

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深刻演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亟待注入更加强大的正能
量。

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引领中国外
交规划新局、再启新程。

为国之信，深化兄弟之谊
一个多月前，春意盎然之时，习近

平主席在北京同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北京世园会
开幕式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亲切会见。

一个多月后，瓜果飘香之际，习近
平主席在中亚同两位老朋友再度会面。

朋友越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
尽管上合峰会召开在即，大事小情

千头万绪，作为峰会东道主，热恩别科
夫总统仍亲赴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

“我对您这次访问期待已久。”
习近平主席刚到住地下榻，热恩别科

夫便邀请习主席到自己的官邸畅叙友情。
馕、马肠、果酱、包尔萨克……一场

极具中亚特色的茶叙，轻松亲切。
习近平主席说：“很高兴到老朋友

家里做客。这是我时隔6年再次访问
吉尔吉斯斯坦。”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吉
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宣布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6月，热恩别
科夫总统成功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开启
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

山水相连、真诚互信、合作共赢、彼
此扶持。

习近平主席用“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好兄弟”形象地定位中国同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关系。

同样期待习近平主席来访的，还有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塔
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拉赫蒙总统陪
同近10个小时。“好兄弟就要手拉手前
进！”两国元首手拉手并肩而行成为中
塔友谊的一段佳话。

全天候的友谊，更是发展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2013年，中塔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17年，中塔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元首外交一路引
领，中塔友好阔步前行。

6月14日，当习近平主席再次踏上
塔吉克斯坦的土地，拉赫蒙总统从筹办
亚信峰会的繁忙事务中抽身，专程到机
场迎接。他愉快地回忆起习近平主席5

年前来访时的情景，代表塔吉克斯坦政
府和人民热烈欢迎老朋友。

16日一早，拉赫蒙总统再次到机场
为习近平主席送行。习近平主席深情
地说：“每次来访就像走亲戚一样，十分
愉快。”

——访问前夕，两场活动看似巧
合，实有深意。

一场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吉尔吉斯文版首发式暨中吉治国理政研
讨会，热恩别科夫总统亲自出席并讲话：

“习近平主席是当代和未来最有影
响力的政治家之一”，“通过阅读这部著
作，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习近平主席的
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了解中
国的发展逻辑、发展模式、发展成就”。

当热恩别科夫在比什凯克见到习
近平主席，再次提到《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这部著作对我们借鉴中国宝贵经
验、推动吉尔吉斯斯坦自身改革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5版

“从团结合作中获取力量”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夏中亚之行

□本报记者 赵丹 包萨茹拉

龙梅、玉荣落泪了。民族舞剧《草
原英雄小姐妹》把她们带回到55年前
的那个暴风雪之夜。

观众流泪了，这部舞剧勾起了一
代代人共同的记忆。

查和日玛和查苏娜哭了，在舞台
上塑造龙梅、玉荣的三年里，“草原英
雄小姐妹”已经印刻在她们的心里，她
们学习英雄、演绎英雄，现在终于懂得
了英雄的真正含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内蒙
古艺术家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

信精神，给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为内蒙古文艺带来了高光时刻，并带
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归初心。

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不变的信
仰是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参演民族舞
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演员们已经回
归了课堂，正在补因为比赛落下的课
程。“查和日玛不再是以前的查和日玛
了！”舞剧中龙梅扮演者查和日玛对这
个说法心领神会。从演“小草”到演龙
梅，她完成了一次化茧成蝶的蜕变。

三年前，内蒙古艺术学院乌兰牧
骑舞蹈团的108名成员开始了舞剧的

创排。演员们饱含着对事业的那份热
爱，将乌兰牧骑精神贯穿整台剧目。

三年前，主创团队带着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的责任使命，踏上了从“高
原”走向“高峰”的征程：38次的创作
修改和研讨，5个版本的打造，42场演
出，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历经
艰苦而又美好的孕育过程，终于填补
了自治区在文华大奖领域的空白，实
现了零的突破。

三年里，从草原到北京，从“荷花
奖”到文华大奖，记者见证并记录了民
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不凡历
程。众所周知，文华奖是对我国近年
文艺创作最高规格的检阅，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
工作者要勇攀“高峰”。■下转第2版

回 望 初 心 绽 芳 华回 望 初 心 绽 芳 华
————民族舞剧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草原英雄小姐妹》》获得文华大奖纪实获得文华大奖纪实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戴宏
刘志贤）6月 17日，第 25个世界防治
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暨荒漠化防
治国际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大
会主题为“人才、科技、绿色、共享”，与
会人员交流了世界荒漠化的现状、形
势以及防治成果，充分肯定了中国荒
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副执秘普拉迪
普·蒙珈、自治区副主席李秉荣在大会

开幕式上致辞。
张建龙指出，作为防治荒漠化公约

缔约国，中国将一如既往认真履行相关
义务，未来还将谋划在特定国家和区
域，研究建设一批兼具技术性和示范性
的荒漠化防治合作项目，让中国防治荒
漠化经验真正实现全球共享。

李秉荣说，内蒙古始终坚持把荒漠
化防治作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战略举措来抓， ■下转第2版

第25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
暨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召开

布小林在会前交流活动上致辞
张建龙致辞

□本报记者 陈春艳

2019年3月27日，经包头市委
批准，已退休一年的包头市文化局
原党委书记、局长洪涛被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问题及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8年 10月 24日，自治区监
委指定乌兰浩特市监委对原包头市

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洪涛涉嫌职
务犯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洪涛于2003年至2013年
任包头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
与包头市黑社会集团组织头目郭某某
及其骨干成员张某某沆瀣一气，利用手
中的权力和人脉资源大搞权钱交易，在
纸醉金迷中甘于被“围猎”，为以郭某某
为首的黑社会集团组织“撑伞”助威。

■下转第2版

为黑恶势力经营“关系”的文化局局长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陈
春艳）6月17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5
督导组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
斯、巴彦淖尔、锡林郭勒、阿拉善6个
盟市下沉督导。

在包头市，督导组指出，包头是
国家、自治区对外开放的重点发展
地区和内蒙古最具发展活力的优势
区域之一。包头市各级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工作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边督边改，
组织精干力量对中央督导组交办和
群众举报的线索集中攻坚、认真梳
理排查，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
腐败问题和“保护伞”，以实际成效
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
记张院忠汇报包头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他
表示，要坚决落实督导工作部署要
求， ■下转第2版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
在我区各盟市下沉督导

真正的艺术精品就像阳光，照射
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能够起到激发
感悟、提振精神、启迪智慧的作用。我
区原创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就
是这样的一部精品力作。

舞台上草原小姐妹舍身救护集体
羊群的故事催人泪下、震撼心灵，而舞
台背后全体演职人员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拼搏精神，同样感人至深。《草
原英雄小姐妹》带我们重温经典，更让
我们看到：这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精
神永远不会过时，这激扬的英雄赞歌
永远在草原上传唱。

《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100多位
演员全都是内蒙古艺术学院乌兰牧骑
舞蹈团的成员。正是不断继承发扬乌
兰牧骑精神，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
入群众，与人民的喜怒哀乐、社会的发
展进步同频共振，才创造出《草原英雄
小姐妹》这样的精品。新时代，大力弘
扬践行乌兰牧骑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才能推动自治区文艺更快地从“高原”
迈入“高峰”，让生动的文艺之美闪耀
草原大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站在新的起点上，让我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努力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
的优秀作品，用我区文艺繁荣发展的
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安华祎）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内蒙古

【短评】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精彩瞬间。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