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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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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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公告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章奎）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对人大机关开展主题教育进行部署。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波
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团英、李荣禧、廉
素、和彦苓出席会议，秘书长施文学传
达主题教育工作安排。自治区党委主
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那顺孟和强调，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

的重大部署。要深刻理解、准确把
握、坚决落实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
委要求，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
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自觉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来“补钙强身”。要多搞接地气、讲
实效的调研，从人大角度拿出破解难
题、补齐短板、防控风险、服务发展
的创新思路和管用举措。要重点抓好
问题查摆和整改落实，把“改”字贯
穿始终，确保主题教育顺利开展，为
实现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和过硬作风保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赵丹）
6 月 18 日晚，乌兰恰特大剧院曲乐悠
扬。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
华大奖”获奖作品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
姐妹》在乌兰恰特大剧院进行惠民演出。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纪恒，自治区领导林少春、王莉霞、白玉
刚、张韶春、吴团英、郑宏范、其其格、李琪
林和首府各族各界群众共同观看了演出。

一幕幕场景，勾起一代代观众的记
忆。该剧通过“两节课”，以当代视角与
多重空间的表现手法、精神隔空穿越的
艺术结构，全维度再现了龙梅和玉荣斗
风雪护羊群的感人场景，把人们耳熟能
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事迹以
新颖的舞蹈形式呈现出来。剧目在构
思、导演、表演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时

代性。其中，戏中戏设置的精巧构思、
别具一格的舞蹈风格、极具感染力的音
乐和舞美设计，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这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典范之作，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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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文华大奖，
填补了自治区在文华大奖领域的空白，

实现了零的突破。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实现了

从“高原”向“高峰”的跨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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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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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府进行惠民演出
李纪恒观看

新华社北京6月 18日电 北京
时间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
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
16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3
人死亡、158 人受伤、14万余人受
灾，部分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
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
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抗
震救灾，把搜救人员、抢救伤员放在首
位，最大限度减少伤亡。解放军、武警
部队要支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注意科学施救，加强震情监测，防
范发生次生灾害，尽快恢复水电供应、
交通运输、通信联络，妥善做好受灾群
众避险安置等工作。当前正值汛期，
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
滑坡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积极组织开展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地
震灾情，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救治伤
员，尽快抢修受损的交通、通信等基础
设施。及时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信
息，维护灾区社会秩序。水利部、应急
管理部、自然资源部要指导协助相关
地方切实做好汛期强降雨引发各类灾
害的防范和应对。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
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援救
灾。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
正指导地方排查震区周边风险隐患
点。四川省、宜宾市正组织桥梁、地质
专家以及救援队等力量开展救灾工
作，并紧急调拨帐篷、棉被、折叠床等
救灾物资运抵灾区。抗震救灾各项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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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宣良 张玉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在京接
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代
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空军第十三次党
代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
和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上午11时20分许，习近平来到京西
宾馆会见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
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空军第
十三次党代会17日在京召开。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
代军事战略方针，总结过去5年空军党
的建设和部队建设情况，部署今后5年
的主要工作任务，动员广大官兵加快建
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空军，坚决完
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
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参加接见。

习近平接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戴宏）6
月17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布小林在呼和浩特会见了以白
俄罗斯驻华大使鲁德为团长的白俄罗
斯代表团。

布小林说，内蒙古自治区与白俄罗
斯友好往来不断深化，为中白两国开展
地方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戈梅利州
是内蒙古自治区与白俄罗斯交往最密
切的地区，我们愿意与戈梅利州加强地

区政府和企业互访，推动建立两地区友
好城市关系，进一步夯实友好基础，不
断深化务实合作，打造中白地方合作典
范。此次代表团来访，必将进一步促进
双方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推动双方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助力两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上一个新台阶。

鲁德对白俄罗斯与内蒙古自治区
的良好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他希望双方
今后能够在制造业、 ■下转第2版

布小林会见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鲁德一行
自治区政府与戈梅利州执委会

签署合作纲要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陈
春艳 锡林郭勒日报记者 王大
为）6月 16日、17日，中央扫黑除恶
第 15督导组副组长徐海斌一行在
锡林郭勒盟督导时强调，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
仁陪同。

徐海斌一行先后走访了锡林郭
勒盟司法局，锡林浩特市巴彦呼热派
出所，二连浩特市公安局、海关、口岸
等，详细查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档案

资料并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徐海
斌对锡林郭勒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特
别是对二连浩特市公安局在宣传发
动、摸排线索、精准打击、“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等方面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督导组还深入牧民家中走访，了
解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
度和满意度，听取意见建议。

在二连浩特市公路口岸旅检通
道，徐海斌详细了解口岸通关情况，
并与正在通关的蒙古国客商交谈。
他指出， ■下转第2版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
在锡林郭勒盟督导

□本报记者 白丹

这是一场不忘初心的精神洗礼，这
是一次牢记使命的新启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
动以来，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发挥示范
表率作用，在为期5天的主题教育读书
班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认真研读原文原著，听取专题讲

座，开展交流研讨，以高质量学习研讨
引领全区主题教育扎实开局。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这次的集中学
习研讨，进一步坚定了对“初心”“使命”
的坚守，加深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增强了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大家纷纷表示要真正做到初心
如磐、使命在肩，永葆奋斗精神，永怀赤
子之心，矢志不渝造福人民，以实干彰

显初心，用奋进践行使命。
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

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
身立命的根本。

“我们作为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领
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带
头对党绝对忠诚，带头传承红色基因，

带头发扬优良传统，自觉做忠诚于党、
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示范
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以实际行动示范
带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团结奋斗。”李纪恒
同志在6月14日的研讨中指出。

布小林同志在谈到理想信念时指
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的核心价值
观， ■下转第2版

坚定信念守初心 牢记使命勇担当
——自治区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综述之二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陈

春艳） 6月 18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5督导组继续在呼和浩特、鄂尔多
斯、包头、巴彦淖尔、锡林郭勒、阿拉
善6个盟市下沉督导。

在呼和浩特市，督导组参观了
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成
果展，查看了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
受理中心、案件指导组、线索办理室
和调度指挥室等部门，详细了解线
索办理流程和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情况。深入市人民检察院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中心和扫
黑办，看望了扫黑除恶一线工作人
员，查阅档案资料，进行个别谈话，
听取相关汇报。深入市中级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试用智能诉状辅
助终端和执行风险告知终端，在听
取情况汇报后，重点询问了涉黑、涉
恶案件审结情况。

督导组强调，公安机关作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力军，一定要
打好打赢这场攻坚战。要严格办案
程序，提高办案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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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内蒙古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8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我期待着同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
间再次会晤，就双边关系和我们共同
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美方重视

美中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工作团队能
展开沟通，尽早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
办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达
成协议。

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美
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
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

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
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发挥引领作
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达成积极
成果，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我
愿意同总统先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
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在经贸问题上，双方
应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照
顾彼此的合理关切。我们也希望美方
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我同意两国经贸
团队就如何解决分歧保持沟通。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空
军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这是
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