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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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6 月 22 日同爱尔兰总统希
金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40周
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爱建交
40年来，两国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2014年希金斯总统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我们进行了深入友好交流，为
中爱关系规划了蓝图。我高度重视中
爱关系发展，愿同希金斯总统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
动中爱互惠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希金斯在贺电中表示，爱中建交

40年来，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各领域
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爱方高度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愿进一步挖掘务实合作
潜力，加强在维护多边主义等全球事
务中的协调，推动爱中关系持续向前
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爱
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互致贺电。李克

强在贺电中说，中方愿同爱方携手
努力，以两国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爱互惠战略伙伴关系和两国
友好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瓦拉德卡
在贺电中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
展成就具有全球性意义。爱方愿继
续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全面发展爱
中伙伴关系。

习近平同爱尔兰总统希金斯就中爱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互致贺电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电 （记者
戴宏 赵娜）6月 21日起，“草原四季
亮丽北疆”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
中国美术馆展出。

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主办，中国文
联美术艺术中心、内蒙古美术家协会
承办，全面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
自治区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祖国北疆雄
浑壮阔的自然风光，描绘了内蒙古在
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

同时，作为“中国美术家草原四季
采风写生活动”的成果汇报展，展览集
中展出了国内120位著名美术家用一
年时间赴内蒙古各地采风、写生创作
的140余幅优秀作品。美术家们在内
蒙古顶酷暑、冒严寒，走进草原深处、
大漠深处、边疆深处，用画笔充分展现
了内蒙古70年来的发展变化，把内蒙
古最亮丽的色彩呈现给世人，充分体
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抒
写、为时代讴歌的风范和精神。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说，
草原四季都有美丽风景，亮丽北疆彰
显时代气象。“草原四季 亮丽北疆”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是中国美术界向新中
国70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中国

美术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发展繁荣的有益实践。同时，本次
活动也是全国美术界深入一个省（区、
市）采风创作时间最长、最深入的一
次，使美术家能够全面了解内蒙古的
发展，作品展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准。

记者在美术作品展现场看到，展
厅内挤满了观众，观众们驻足在一件
件作品前欣赏、拍照，还有一些业内人
士为参观者进行细致地讲解。来自河
南的彭荣荣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一幅草
原风光作品，“我从小就对美术有着浓
厚的兴趣，从网上看到在中国美术馆
有这样的一个展览，特别激动就立马
赶来观看。我特别向往大草原，通过
观看此次展览，让我更坚定了要去草
原看看的想法。”彭荣荣开心地说。

“我在很多年前就去过内蒙古，看
过美丽的大草原。今天看完这次展
览，感觉内蒙古与十几年前相比发生
了很大变化。以后有时间我一定再去
内蒙古。”王先生说。

很多参观者直到闭馆仍然意犹未
尽，不愿离开。不少参观者告诉记者，此
次展览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内蒙古影像
集，展现了内蒙古一年四季的美景。

展览将持续至7月1日。

“草原四季 亮丽北疆”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京展出

赤峰云铜厂区一角。本报记者 徐永升 摄

□本报记者 白喜辉 刘国新
徐永升 高瑞锋 徐跃

盛夏时节，赤峰高新区东山工业园
区，赤峰云铜年产40万吨高纯铜冶炼项
目建设现场机声隆隆，焊花飞溅。

项目综合管理部主任刘振华介绍，目
前，项目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第一条线
具备投产条件，第二条线正在建设中。

这个由喀喇沁旗锦山工业园区搬迁
而来的环保升级扩建项目，是赤峰高新区
东山工业园区入驻的第一家企业。

如今，以有色金属产业为主的东山工
业园区，已成为“赤峰东部工业走廊”上的
一颗明珠。园区的绿色崛起，让赤峰市有
色金属产业发展史翻开新的一页。

赤峰市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是全
国有色金属种类、储量最多的市，其有色
金属矿产远景储量和潜在价值达50000
亿元。早在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就有了集
采矿、冶炼、铸造于一体的古铜矿。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间，敖汉旗金厂沟梁金矿、林西县大
井子银铜矿、巴林左旗白音诺尔铅锌矿等
一批矿山相继建成投产，成为该市矿业经
济发展的开篇之作。

建国70年来，赤峰市有色金属产业

历经了多轮扩张与整合。目前，全市规模
以上矿山和冶金企业达到54家，有色金
属日采选能力达到14万吨，年冶炼能力
达到79万吨，产品深加工22万吨，初步
形成了“采－选－冶－加”的产业链条。

进入新时代，赤峰市主打“绿色、创
新、安全”发展组合拳，使有色金属产业逐
步走出低谷和困境，迎来发展“黄金期”。

绿色发展 谋求矿业再次振兴
回顾中国有色金属产业近10年发展

历程，不难看出，市场波动对整个产业发
展影响举足轻重。如何提升有色金属产
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做大做强矿业经
济？

赤峰的做法是：整合矿产资源、整顿
矿业秩序、整治矿山环境，发展生态矿业，
建设绿色矿山。

一批国内外大型企业入驻，成为矿
产资源整合的生力军。目前，中国有色、
中色股份、中国黄金、中钢集团等一大批

“国字号”企业，以投资、兼并、重组等方式
参与到赤峰市矿业经济发展之中。“大矿
兼并小矿，小矿联合做大，矿产品下游企
业整合上游企业”，使得矿产资源在更大

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从今年起，赤峰市
将用3年时间开展新一轮矿产资源整合，
力争到2021年使现有矿产权数量减少
20%。

为了重振有色金属产业，赤峰市今
年出台产业扶持新政。政府从企业应缴
税费和矿业权出让收益金中拿出一部分
资金，扶持日处理能力在1000吨以上新
建矿山选厂或原有矿山技改扩能新增的
选厂，扶持年冶炼能力达到10万吨的新
建或技改扩能的冶炼项目。

有激励也有约束，赤峰市规定：在重
要成矿区内，现存最大选矿厂半径30公
里范围内不得新建选厂，到2020年底淘
汰日处理能力在500吨以下，且安全、环
保不达标的选厂。

走进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白色的井塔和厂房掩映在绿树丛中，
宛如绿海中的白帆。矿区内覆土种草近
130亩，植树2万余株，90%以上的绿化
率让矿区变成了公园。

在600多米深的矿井，胶结充填采
矿法令人称奇。工人们把井下的采矿废
石直接填充到刚刚采空的矿块里，再将井

上选厂的尾矿浆掺加水泥注入其中，形成
坚实的矿柱。这种采矿法，将回采率由用
非充填方法时的 75%提升到现在的
85%，且避免了地表塌陷，减少了尾矿排
放和占地。

为把矿石吃干榨尽，该公司一直更
新采用最先进的选矿技术，先后建成投产
了再选、综合回收、浮选3个车间。铁矿
选厂选出铁精粉后，尾矿先后进入这3个
车间，综合利用磁选、重选、浮选等多种方
法，每年能选出700多吨锡、210多吨钨，
可增加产值1.7亿多元。

节能降耗，给公司带来可观效益。
副总经理赵相杰介绍，矿山50%的设备
都用上了变频调速节能技术，能省电
37%以上，1年能省2300万千瓦时电能，
节约电费1200多万元。

黄岗矿业的发展是赤峰市绿色矿山
建设的一个缩影。目前，该市已有7个国
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今年，市里出台
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吹响
了新一轮绿色矿山建设的号角。该市将
以拜仁达坝银矿、黄岗铁矿、红岭铅锌矿
等国家级绿色矿山为中心，创建自治区级
绿色矿山示范区。到2021年末，全市绿
色矿山要达到80家，到2025年末，所有
矿山都要建成绿色矿山。

■下转第4版

金属有色金属有色 ““披绿披绿””更美更美

本报6月22日讯 （记者 陈春
艳）日前，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对乌
兰浩特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崔
某某等17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一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某某自
2010年刑满释放后，纠集翟某某、张
某等人，形成 14人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被告人崔某某带领组织成员以敲
诈勒索、放高利贷、控制赌场、强迫交
易、欺行霸市、组织卖淫等方式聚敛钱
财，金额高达300余万元。共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达81起，其中刑事案件59
起，涉及寻衅滋事罪、赌博罪、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敲诈勒索罪、强奸罪、盗
窃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组织
强迫卖淫罪、介绍卖淫罪等罪名，治安
行政案件22起，带有明显的公开性和
暴力性。

法院认为，以被告人崔某某为首
的恶势力团伙，经过崔某某的长期经
营，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且组织成员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
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符合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特征。
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了巨
大的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
力，足以支撑该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且获取的经济利益已部分用于支持
组织的活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的经济特征。该组织以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男霸女，欺
压、凌辱弱小，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的行为特征。该组织对兴安盟突泉
县境内的地下赌场已形成了非法控
制；在当地的拉料市场，该组织横行无
忌，强行“服务”， ■下转第4版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公开宣判崔某某等17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李忠发

仲夏的平壤，清风拂面，花香四溢。6月20日至2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
访问，在中朝建交70周年的重要节点，成为两国关系交
往史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近30个小时，11场活动。两天时间里，从机场举行
隆重欢迎仪式，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再到机场热烈送行，
金正恩委员长都高度重视，同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出席活
动。其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深入交流，畅谈传统友
谊，探讨友好合作，共商和平稳定，擘画中朝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

真诚的朋友：友好邻邦常来常往
20日中午，雨后初晴。平壤顺安机场，长长的红地

毯向远方铺展，迎接来自中国的尊贵客人。
“我今天从下飞机到抵达住处，所到之处无不感受

到中朝一家亲的浓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
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

朝鲜，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问朝
鲜，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友
好邻邦的贵宾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历史性访问，必
将在朝中友好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新篇章。”

此时的平壤，处处涌动着浓浓的盛情、深深的情
谊。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有一份特殊的“缘
分”——他到中央工作后，首次出访首站便是这个山水
相连的友好邻邦。

为迎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朝方给予最高规格礼
遇。金正恩委员长为此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包括前期
沟通协调和具体接待细节。

亲密的同志，真诚的朋友。两国友谊深深根植于人
民心中。

从机场到住地，绵延27公里，25万多名各界朝鲜民
众夹道欢迎。21辆礼兵摩托车护卫，街道草坪边，楼房
阳台上，站满热情的民众。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簇簇
五彩的花束，随着“朝中友谊”的欢呼声浪此起彼伏。

从平壤街头到活动场所，中朝双语书写的红色条幅
格外醒目：“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同志！”“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
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

有一个环节体现用心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专门在平壤黎明大

街路口换乘敞篷车，站在缓慢行驶的敞篷车上，向簇拥
在道路两旁的朝鲜民众挥手致意，欢呼声响彻平壤天
空。汽车行至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时，身着民族盛装的人
群载歌载舞。习近平总书记走下车，同朝鲜党政领导干
部和平壤市民代表一一握手。

有一个安排表达特殊情谊——
璀璨的烟火照亮奔涌的江水，欢快的喷泉变换不同

的色彩。20日晚，大同江绫罗岛上的“五一”体育场流
光溢彩。15万名观众，数万名演员，体操、声乐、舞蹈、
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一场精心创作的大型团体操
和艺术演出，成为“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新佳话。

这是朝鲜三大乐团国立交响乐团、功勋合唱团、三
池渊管弦乐团首次联袂演出。《长江之歌》《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
野上》《祝你平安》……熟悉的旋律令人心潮澎湃。其中
一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讲述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走
访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故事。匠心独具的编排，传
递的是热情，表达的是敬重。

“为安排好我的访问，委员长同志既用心，也用情。”
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向金正恩委员长表达谢意。

金正恩委员长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是对朝
鲜党、政府和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政治支持，在朝中关系
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高层交往，在中朝关系中历来发挥着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品香茗，大连棒棰岛宾馆海边散步……过去一年多来，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4次会晤，结下了深厚友谊，掀开了中朝关系崭新
篇章。

“我这次访问朝鲜，就是为巩固中朝传统友谊、开辟中朝关系美好未来而来，
为支持金正恩委员长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实施新战略路线而来，为推动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而来。”

站在新起点，中朝最高领导人再次握手，明确了两国关系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宝贵的财富：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21日中午，锦绣山迎宾馆，阳光灿烂，绿草茵茵。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

员长一道在庭院散步交谈。
在随后的会见中，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访问实现了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建交70周年这样的重要年份
进行历史性互访，也实现了短短15个月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这些
都是中朝传统友谊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每次会面，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提及中朝传统友好。
犹记得一棵树的故事：2018年6月金正恩委员长访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

请他看一看金日成主席当年在钓鱼台国宾馆种下的一棵松柏。金正恩委员长感
慨地说：朝中友谊就像这棵大树，扎根土壤、四季常青。

这一次平壤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朝友好态度鲜明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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